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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德斌

据媒体报道，岁末年初是
消费旺季，也是商家磨拳擦掌
冲刺销量的好时机。可对于
一些从事网上经营的商家来
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电商
平台“二选一”，着实有点闹
心。连日来，不断有商家反
映，一些电商平台要求合作商
家只能入驻一家网络销售平
台，不能同时入驻多家。这给
商家和消费者带来哪些影
响？这项要求合理吗？应该
如何完善监管？

如今网购已然全面普及，
线上线下融合如火如荼，新零
售模式亦甚嚣尘上，电商对传
统零售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对
行业进行了颠覆性重构，消费
者亦用实际行动积极拥抱电
商。不过，在电商做大做强之
际，也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
部分电商平台滥用优势支配
地位，强迫合作商家“二选
一”，妄想垄断相关品牌的销
售渠道，从而获得更大的利
益。显然，此举不仅侵犯到合
作商家的自由选择权，破坏了
公平竞争环境，亦会造成价格

被扭曲，间接损害消费者利
益，实则是不可取的。

零售业的“二选一”由来
已久，早在商超时代，部分大
型商场、连锁超市就曾利用强
大的市场控制地位，采取排他
性竞争策略，要求供应商、厂
家给其独家供货，不得给竞争
对手供货，以控制相关品牌的
销售。如果供应商、厂家不服
从的话，就会被其“封杀”，在

“店大欺客”的状态下，很多合
作商家出于销售考虑，不得不
屈从，但随之就被其牢牢控制
住，成为任其盘剥的对象。

现在电商平台搞“二选
一”，实际上就是延续传统零
售业的不当做法。在零售业
里一直遵循“渠道为王”的规
律，谁垄断了销售渠道，谁就
获得市场支配权，从而坐享最
丰厚的利润。此前电商平台
得以快速崛起，就是对传统零
售业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给
予诸多合作商家开辟了新的
销售渠道，从而摆脱传统商超
的控制。可如今，在电商平台
做大做强之后，却逐步变成了
新的渠道垄断者，并异化为曾
经挑战的对象，不啻为一个莫

大的嘲讽。
2015 年国家工商总局就

发布《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
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明确
电商平台不得“限制、排斥平
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
参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
织的促销活动”，即禁止电商
平台实施“二选一”。去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
电子商务法草案时，吕薇、辜
胜阻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都关注到电商平台强制商家

“二选一”现象，呼吁立法对此
作出规范。近日，《浙江省电
子商务条例（草案）》全文公
布，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亦有
相关规定，明令禁止电商平台
要求网店“二选一”。

可见，从国家到地方层
面，都对电商平台“二选一”的
负面效应高度重视，并希望从
法律法规的立场予以约束。
在电子商务发展已趋成熟之
际，确实有必要进行全国性立
法，对电商平台的垄断地位和
市场控制权加以制约，严格禁
止搞“二选一”，以维护市场公
平竞争环境，让合作商家和消
费者有更多选择机会。

■王军荣

父母年满 60 周岁以上,独
生子女有 15 天带薪护理假
——这个“尽孝假”，广州人也
有了！日前，广州市政府办公
厅正式公布《广州市人口与计
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明
确多种假期的落实。《规定》将
于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父母年满 60 周岁以上,独
生子女有15天带薪护理假，这
被媒体称为“尽孝假”，虽然只有
短短的15天，虽然享受到的人
群并不宽泛，但足以让人欣慰。
然而，能够享受到的“尽孝假”才
有意义，因此，“尽孝假”落实到
位需要有周密的配套措施。

老龄化社会，老人越来越
多，人老了，生病的概率也高
了，而老人生了病，最需要的
是儿女照顾。不过，儿女要请
假，是很为难的事，一方面要
扣除工资、奖金等不低的福
利；另一方面也未必能够被准
假。如果有规定有制度，则可
以理直气壮地请假，胆气十足
地去照顾自己生病的父母。
否则，也只能暗地里偷偷去陪
护，或者只能请护工。对于父
母的亏欠只能放在心头。

“尽孝假”落实到位最难的
是企业，最难的人群应该是没
有编制的“临时工”。他们即便
是清楚有“尽孝假”，恐怕也难
以理直气壮地去请假，因为缺
乏底气。如果老板从此对你有

“看法”，实在不划算了。
“尽孝假”要让请假者觉

得不困难，没有任何的畏难，
就需要企业主动给予员工“尽
孝假”。或许有人会问，企业
有那么傻吗？这关键还在于
企业给予员工“尽孝假”的动
力。既可以赢得员工的心，获
得员工的点赞，还可以避免惩
罚，甚至还会有相应的补贴和
奖励。企业如果觉得给员工

“尽孝假”并不吃亏，当然会主
动给予“尽孝假”。

事实上，一些企业为了获
得员工的认同感，会给予员工
父母红包，替员工尽孝。既然
红包可以给，“尽孝假”也应该
给予。当然，职能部门要有科
学的监管措施，不能只是规定

“尽孝假”就万事大吉了，还要
看“尽孝假”的执行情况。要执
行到位，考验着职能部门的智
慧。比如，企业讲究效益，让员
工享受15天的“尽孝假”，对于
企业来说，压力挺大的，如果遇
到扎堆请假，企业则更难了。

现在员工享受的权益越
来越多，特别是放开“二孩”之
后，女员工生“二孩”，男员工
还有护理假。毫无疑问，随着
员工享受到的“权益假”越来
越多，企业付出也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一定的补偿政策，自
然而然就会有抵制。

“尽孝假”落实到位需要
配套措施，配套措施到位了，

“尽孝假”才能真正尽孝。

■盛会

给老人让了一次座，收到
一声美好的祝福。1月 10日，
说起在武汉地铁4号线经历的
这一幕，黄冈师范学院女大学
生李梦颖（化名）备感温暖，她
主动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
八旬老人，没想到收到一张用
英语写的感谢卡。此外，上面
的英文还显示老人是一名 86
岁的数学老师，这是他发出去
的第839张感谢卡。

近年来，关于让座的新闻
一直不断，但大多数都指向让
座者，由此引发的争议，无论
是从道德还是法律层面展开，
核心也都是让座者——让座
者有没有不让座的权利、该不
该出台规定强制让座等。因
此，这条“让座感谢卡”的新闻
让人耳目一新，提供了一个新
的思考角度：如果被让座者多
一点体谅感恩之心，与让座有
关的争议会不会少一些？

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从社会道德和
礼仪层面说，任何一个人得到
了陌生人的帮助，都应当表达
感谢、感激之情，这是起码的
礼仪和礼貌。武汉 86 岁的数
学老师向给自己让座的乘客
回馈一份“让座感谢卡”，这和

那些当仁不让地享受他人让
座却连谢谢都不说一声，甚至
还扬言年轻人让座是理所当
然的老人比起来，实在是天壤
之别。在这位八旬老人看来，
别人不让座是权利，让座是道
德高尚，领受他人好处，就得
心存感恩。

让座从来都是个体基于
自我意愿的自由选择，这是一
种个人美德，无关公共道德，
更不是硬性责任。年轻人尊
老的同时，也需要老年人对年
轻人奉献爱心的尊重。老人
制作感谢卡回馈让座者，则是
对这一常识的再次重申，也更
符合大众对让座行为互动的
期待和理解。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独特性格，都有自己的情
感表达方式，这注定了对于

“感谢”会有完全不同的认知
和实践。“让座感谢卡”是一种
感恩互动，这样的感恩互动对
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启示意义。

总之，一个公交车座位，
浓缩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这里所说的文明，不仅指年轻
人尊老爱老，也包括老年人以

“让座感谢卡”来表达感恩以
及推己及人。只有这样，我们
的社会才会更加美好、和谐，
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加文明、温
馨。

■张玉胜

据媒体报道，职业打假
人江小华（化名）带着公证
员购买 10 箱茅台并封存，
随即以假冒产品为由将销
售者诉至法院，要求退赔购
物款并 10倍赔偿。法院审
理后认为，购买者为职业打
假人而非消费者，故驳回购
买者 10倍赔偿的诉求。购
买者上诉后，二审法院认
为，职业打假人以法院为工
具，浪费司法资源，驳回其
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以“知假买假”
为主要特征的“职业打假”
行为一直游走于法律边界，
并在人们褒贬不一的争议
声中得以生存与发展，甚至
成为某些人以诉讼牟利的
敛财暴富手段。而在过往
的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法
院支持或否定的不同判决
结果。此次法院驳回江小
华以购买 10箱假茅台希冀
10 倍索赔的诉讼请求，显
然是向社会传递出对这种
不正当牟利行为说“不”的
明确信号。不过，许多网友
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
笔者看来，“购假索赔”诉讼
被驳回的判例，确有值得商
榷之处。

围绕本案是否该适用
“10倍价款赔偿”规定的争
议焦点，法院主要援引的
是《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
第 2 款的相关规定，认为

“索要十倍赔偿”是消费者
才享有的权利，而江小华
携公证员一同购买 10箱茅
台并予以封存应检，初衷
并非是要用于生活需要，
而是借司法诉讼渠道达成
营利目的，其行为并非真
正的消费者，而是知假买
假、购假索赔的职业打假
人。这既有违《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保护普通消费
者的立法本意，更让法院
沦为其购假牟利的工具，
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
费。

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又
让问题回到了如何看待职
业打假人的争论原点。事
实上，“知假买假”算不算
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
以牟利为目的索赔是否属
不道德行为，一直是人们
力挺或是质疑职业打假行
为的纠结焦点。撇开道德
层面的因素考量，单从纯
粹的市场交易而言，摆在
销售柜台上的所有食品都
是“商品”，只要其没有注
明“非卖品”；发生在销售
市场里的所有买卖都叫

“消费”，无论购买者出于
何种目的。商家有责任确
保其出售的所有商品均为
货真价实。而查阅现行的
法律法规，也并没有将“知
假买假”排除于“消费者”
之外的明确界定。

尽管知假买假的逐利
性、投机性弊端显而易见，但
购假索赔在客观上却不无惩
戒不法商家的积极效应。诚
如时任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一
庭庭长张勇健所言，“职业打
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
方面能够对假冒伪劣行为起
到制约、遏制作用，但也可能
产生一些道德风险或者市场
秩序上的问题。”而在消费市
场存在假冒伪劣食品屡禁不
止、市场监管部门履职缺位、
消费者个体维权乏力及消协
组织公益诉讼缺失等诸多短
板的大背景下，职业打假更
成为“适者生存”的有益补
充。

至于如何堵塞“购假索
赔”的牟利漏洞，既需要相
关法规的边界厘清与制度
完善，更寄望于工商管理部
门这个专业打假者尽职尽
责和主动作为。人们注意
到最高法已表达出“逐步遏
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
打假行为”的意愿，并期待
载有不认可职业打假人“消
费者”身份和否定职业打假
行为等内容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实施条例》的早日出
台。

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

电商“二选一”
应立法予以禁止
微观点：在电子商务发展已趋成熟之际，确实有必要进行全国性立

法，对电商平台的垄断地位和市场控制权加以制约，严格禁止搞“二选
一”，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让合作商家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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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并非
浪费司法资源

微观点：法院驳回江小华以购买10
箱假茅台希冀10倍索赔的诉讼请求，显
然是向社会传递出对这种不正当牟利
行为说“不”的明确信号。不过，许多网
友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笔者看来，

“购假索赔”诉讼被驳回的判例，确有值
得商榷之处。

“尽孝假”落实到位
需要配套措施
微观点：职能部门要有科学的监管措

施，不能只是规定“尽孝假”就万事大吉了，
还要看“尽孝假”的执行情况。要执行到位，
考验着职能部门的智慧。

“让座感谢卡”
是一种感恩互动

微观点：一个公交车座位，浓缩一座城市的
文明程度。这里所说的文明，不仅指年轻人尊
老爱老，也包括老年人以“让座感谢卡”来表达
感恩以及推己及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
会更加文明、温馨。

日前，由浦发银行发起的“2017
大学生金融知识普及行动”大型公
益活动，在华北、华中、华东、东北、
西南等地区高校全面开展，受到多
所高校同学和老师们的好评。据
悉，目前该活动的传播量已突破
200万人次，影响百万计人次的高
校学生。

“此次浦发银行把金融知识融
入到我们原有的校园活动中，校园
活动也因加入了金融知识变得和以
前有所不同，这种形式很新颖。通
过亲身参与，我们也从中收获很多，
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浦发银行此次活
动点赞”。多名参与浦发银行金融
知识普及活动的同学表示。

作为伴随移动互联网成长起来
的一代，现在的大学生群体个性鲜

明，对互动感、参与感强的活动感兴
趣，喜欢同龄人间的自传播，对于传
统的说教、宣讲活动比较排斥。基于
大学生群体的调研和传播特点剖析，
浦发银行在此次大学生金融知识普
及行动中，跳脱惯常金融机构宣导活
动模式，采取时下深受大学生欢迎的
视频形式，形成“金融+创意视频+学
生校园活动”的核心规划创意。

在创意课件视频上，浦发银行
摆脱传统枯燥、严肃的说教形式，结
合一些当代学生喜欢的创新形式，
如手绘、动画游戏、包含传统文化的

皮影等，让高校学生和专业名师一
起策划、录制创意金融知识课件视
频。在课件视频传播上，浦发银行
放弃泛传播模式，而是精准锁定学
生群体，以校园学生自媒体为核心
进行学生群体传播，影响其身边的
朋友、同学、同龄人，同时带动他们
自主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传播。
据目前可计算的传播量来看，浦发
银行系列金融知识普及视频在各平
台已突破200万人次的传播量，真
正实现了传播的撬动效应，影响数
以百万计人次的高校学生。

在校园活动中，浦发银行摒弃
金融机构“在高校校园办一场银行
的活动”的传统金融知识普及模式，
让“高校学生去办自己喜欢的活
动”，把金融知识自然嵌入到学校现
有的，且学生参与度高的活动中，以
取得最大化的、精准的传播效果。
并与创意视频传播有效结合，形成
良性互动，深受同学们喜爱。

在活动过程中，很多参与此次
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的同学表示，以
前总感觉金融知识很专业，离自己
很遥远，学起来也很枯燥。虽然学

校也举办类似的金融知识普及活
动，但多是由金融行业的专家或专
业老师来讲解普及金融知识，我们
学生主要是听，内容上学术性更强
且形式相对枯燥。此次浦发银行把
舞台交给我们学生，我们通过自己
收集资料，参与活动的策划执行，不
仅让我们对很多金融知识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同时还锻炼了我们演讲、
活动策划执行等各方面的能力。此
外，通过此次浦发银行金融知识普
及活动，认识到金融风险就在我们
身边，金融知识和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以后自己也会多学习相关金融
知识。

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公益活动在宣传教育中非常注重
内容的通俗化、形式的多样化以及
传播的普及化，真正从学生的需求
出发，大范围、深层次、强互动地对
学生进行金融知识普及，旨在增强
大学生们的金融素养和金融风险防
控意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理财观与金融观，为其将来的发
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该负责人还表示，浦发银行今
后会通过更多的公益活动，践行金
融知识普及宣传教育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为持续推动校园金融知识普
及，着力打造诚信安全、健康和谐的
校园金融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许铤

浦发银行“2017大学生金融知识普及行动”惠及百万高校生

■新华社记者吉哲鹏

头发被冰花覆盖，像顶
着一丛雾凇，脸庞被冻得通
红 ，眼 神 中 却 透 着 乐 观 调
皮。这两天，一张“冰花男
孩”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一
番“萌萌哒”的嘻笑之后，许
多人内心翻腾起辛酸和挣
扎。

在“冰花男孩”走红的当
天，云南省发布了寒潮蓝色预
警。从小男孩所在的昭通市

鲁甸县转山包小学提供的照
片上看到，学校的大门、校园
里的树木上都结满了冰花，教
室里有孩子双手满是冻疮，一
只小胳膊的下面是一张 99分
的数学试卷。

刺眼的冰花和鲜红的 99
分，不只是寒冬里一碗励志的
鸡汤，它将许多坐在空调房里
给朋友圈点赞之人的牵挂，系
向遥远的贫寒地区。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
寒贫困地区求学孩子的写

照，折射的是一个大问题。
在转山包小学，他并不是该
校学生走路上学距离最远
的一个，距学校最远的学生
要早上 5 点半起床，步行 3
小时山路上学。而在地处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昭通市，113 万余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中就有小学
生 13.87 万 人 ，占 在 校 生 总
数近 47%。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
能苦孩子。面对“冰花男孩”，

当地有位教师回想起自己的
童年，“回首当年石径远，天寒
地冻与君同”。这说明寒冬求
学的艰辛是一个老问题。多
年来，一双温暖的手套、一间
暖和的教室，成为一拨拨孩子
的渴望。

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老
问题最怕“见惯不怪”。我们
期待，在脱贫攻坚中，不能止
步于让贫困孩子们“有学上”，
还要“上好学”。孩子们是社
会中最柔弱的群体，他们理应

得到更好的爱护。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

的关键期，必须加大贫困孩子
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
为、及早谋划。令人欣慰的
是，当地政府正加强困难群众
的过冬保障工作，当地青基会
将统一接受社会捐赠并启动
暖冬行动，一些机构也发起定
向捐赠活动。众人一心，让

“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是精
准脱贫、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
之义。

微观点：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老问题最怕“见惯不怪”。我们期待，在脱贫攻坚中，不能止步于让贫困孩子们
“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