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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编者按：“偶买噶”“买它”……日前，在某短视频平台，济南市商河县副县长王帅发布3个直播带货短
视频，推销冰糖炖梨、扒鸡这两个当地特产。对于副县长直播带货是否是“风口”问题，有人认为是权力现
代化转型的一个微表情；有人认为不是“风口”，而是一种工作方法和态度，其作风转变是群众所期待的。

副县长直播带货是“风口”吗？

◀斩断“黑通道”
近来，一些非法网络

支付平台通过技术手段为
“黄赌毒”、电信诈骗及地
下钱庄等违法犯罪行为提
供支付接口服务，从中牟
取暴利。日前，在公安部
统一指挥下，公安机关破
获多起非法网络支付案
件，打掉一批非法支付平
台，维护了国家金融管理
秩序。

▶“换锚”
影响不少人房贷的大

事来了！中国人民银行日
前发布公告，2020 年 3
月1日至8月31日，将就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
基准进行转换。这意味
着，2019年10月8日之
前的存量房贷利率也要
“换锚”。不过，与新发放
的房贷利率“换锚”有所
不同，这次存量的定价基
准转换出了一道选择题：
借款人可与银行协商确定
转换为 LPR，或者是固
定利率。

2019 年 12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
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自2019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该决定废止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
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款，
以及据此实行的收容教育制度。

（2019年12月29日新华网）
收容教育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
该《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
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
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
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据此制定了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关法律法规

并不健全，而社会上的确又出现了卖淫嫖
娼蔓延的趋势，出于打击违法行为、肃清
和整顿社会风气的需要，先行由行政机构
制定相关措施并无不可，而且也得到了人
大常委会的授权。然而，随着我们国家法
治进程，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立法制度的
确立，收容教育制度就越来越显得与整个
国家法律体系格格不入了。

从性质上讲，收容教育是一种行政
处罚措施，无需法院裁定，公安机关即可
作出决定。受处罚的对象没有权利聘请
律师，也没有举证质证和辩护过程，却可
以限制受处罚对象最长达2年的人身自
由。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八条第五款明确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

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制定法律。
也就是说，由行政性法规所确立的收容
教育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的精神有一定的冲突。

在现实的执法过程中，2005年新通过
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卖淫、
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
就造成了在打击卖淫嫖娼行为时，存在两
种标准并存的现象，一是造成了执法的分
歧和困惑，二是执法过程由于有了两种选
择，这就给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空间，导
致执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正因如此，当国家法律制度越来越
健全，打击卖淫嫖娼的法治机制建立起
来之后，收容教育制度已经逐渐失去了

其历史合法性地位，尤其是当劳教制度
被废止之后，收容教育制度就愈加显得
不合时宜。《法制日报》 的报道称，近
年来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都曾经提过要对收容教育制度开
展合宪性审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宪法
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
宪法权威。”这是合宪性审查概念首次出
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
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施行，表明我国的
法律制度建设越来越完备，体现了法治的
进步，过去一些行政性措施，将逐步由法
律规范起来，一些过时的、与现行法律相
矛盾的规定，也将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被逐
渐废止。

“收容教育”废止，体现法治进步
□ 李晓鹏

近日，一则女大学生捐卵还“校园贷”的新闻，引起公众
热议。“捐卵还贷”这样的字眼无疑戳中人心。要知道，这些

“校园贷”的存在，直接给涉事大学生们带来伤害，有些更可
能是伴随着一生的伤痛。

以新闻中捐卵还“校园贷”的晓雯（化名）为例，第一次从
网贷平台借到2000元，再经过几家网贷平台和私人借条周
转之后，欠款累计到5万多元。为了还款走上了捐卵之路。

不过，正如报道显示，即便是捐卵之后，恐惧不安也围绕
着借贷者,捐卵还“校园贷”是借贷者之痛，更未尝不是社会
之痛。因为这样的经历者绝非是个案，更绝非是少数。

其实，早在2017年，原银监会、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就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取缔校园贷款业务，要求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
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但很显然，一方面大学生有着“钱
不够花”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校园贷”见孔就钻，加之对
其监管打击力度不够，也就纵容了非法“校园贷”难治难绝。

遏制“校园贷”的不法行径，需要高校、学生家庭、金融
机构以及监管执法部门合力为之。于学校而言，应该教育和
引导大学生合理消费，尤其是应坚决抵制和杜绝“校园贷”
广告进校园；于家庭而言，家长应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
观与理财观，规避“未出校园就背上债”；于金融机构而言，
也不妨推出针对大学生的合法贷款项目，以满足他们的现
实需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监管执法部门要对“校园贷”从严
监管与打击，尤其对其中涉嫌恶意欺诈、暴力催收、制作贩
卖传播淫秽物品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须移交公安、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大学生也应增强法律意识、网络
安全意识以及金融安全意识，自身权益遭到不法侵害时，当
第一时间通过合法渠道解决。如此，类似的“捐卵还贷”现象
才能有效杜绝。

女生捐卵还“校园贷”
谁之过？

□ 胡建松

相对于一般的主播带货，一些官员登陆有关
平台，充当地方特色商品的“推销员”，既是在
履行本职工作——其负责的可能正是地方经济；
更是转作风的具体体现——积极服务企业和群
众。多种积极因素作用下，不少消费者挺“买
账”。

对此，有关地方官员不能自满，仍须谨慎。
一方面，要确保推荐商品品质，绝不能“翻
车”。另一方面，官员直播是否具有独特风格，
而不是模仿“网红”，决定着受众会否观看疲
劳。更重要的是，直播带货不能只是一时兴起，
能否一直保持俯下身、沉下心、做实事的态度，
对当地潜在的贡献意义更深远。换言之，官员直
播带货不是“风口”，而是一种工作方法和态
度，是以公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完成行政职能。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涉及政务服务、行政审批的
时候，官员是否也能热情周到、不负期待？

直播带货，网友立刻能够热情“投票”，职
能部门办事，群众是否也能随即打分？转作风是
系统工程，要从各层面践行，更要注重实际效
果，这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群众的期待。

作风转变是群众所期
□ 小蒋

近日，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引进共享按摩椅，引发了网
友们的热议。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化的服务，对患者来说是好
事；但也有人认为挤占的原本的座位空间。笔者认为，共享
按摩椅进医院，初衷是好的，但别把好事办砸。

有使用者表示，自己没有付费，只是等号时坐一下，觉得
很舒服，认为医院引进这种座椅方便了患者，而且按摩椅扶
手上付款二维码显示的价格也比按摩院便宜。虽然有人认为
共享按摩椅进医院是好事，但也有人存在质疑的声音。比如，
普通座椅彼此相连两个人的位置常常能挤下三个人，按摩椅
却做不到如此；还如，有的患者表示，遇到就诊高峰座位紧
张，引进按摩座椅实际上减少了就座空间。

而且按摩椅并不适用所有的患者。据专家介绍，按摩功
能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颈腰椎病、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器
质性病变患者和老年人必须谨慎使用。也就是说，如果医院
方面没有做到相关警示，甚至纵容各类患者使用“按摩功
能”，其所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会给一些
特殊患者带来“二次伤害”。

共享按摩椅进医院，好事更须办好，笔者认为以下两点
不能忽视。一则，应以保障候诊座位为基础。虽然患者及家属
可将共享按摩椅当作免费的候诊座椅，但终究会在一定程度
上“挤占”空间。所以，医院应立足于候诊患者“有座可坐”。二
则，应该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
用按摩椅的按摩功能。于此，医院方面应该做好相关知识的
普及，引导使用者因人使用，谨防使用后的不良后果。

共享按摩椅进医院是细节服务水平提升的彰显，据公
开信息显示，2018年以来国内多家医院引进了此类共享
按摩椅，院方大多声称此举为提升就医服务质量。这也就
不排除，类似的共享按摩椅还会不断涌现。不过，有了共
享按摩椅也不能忽视普通座椅的质量提升，比如，冬季给
普通座椅安装上棉垫不让其冷冰冰，同样可以令患者及家
属满意。

“共享按摩椅进医院”
别把好事办砸

□ 杨玉龙

又是岁末年初时，如何讨要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又成
了一部分劳动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结合曾经发生的故事，
以下5个案例提醒劳动者：别因方式不当导致讨薪未果，
还招来如下五宗罪过。

（据2019年12月30日《劳动午报》）
抓老板，当心构成非法拘禁罪；强入住，当心构成非法

侵入公民住宅罪；毁机器，惹来破坏生产经营罪；偷财物，当
心构成盗窃罪；“跳楼秀”，当心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劳动者讨要工资维护自己合法正当的权益未尝不可，不过，
正如媒体梳理的这些案例，一旦讨工资时逾越法律规定行
事，不仅会给自己维权设置障碍，甚至会因此触犯法律难逃
制裁。

以抓老板为例，有的劳动者在讨要工资时，一怒之下
“把老板抓起来，逼他结清欠薪”。而《刑法》第二百三十八
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
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
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而以“跳楼秀”为例，有些讨要工资的劳动者，认为只有
把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政府重视，但若因此导致阻塞交通，就
极易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在讨要工资的过程中，劳动者虽处于弱势地位，但法不
容情，触犯了法律终究难逃惩治。所以说，讨要工资须遵循
法律边界。追讨工资应用好这些合法途径：协商、仲裁、起
诉、申请强制执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向法院申请
支付令等。而要用好这些法律武器，就需要劳动者通过不
断学习增强法律意识及维权能力。

以仲裁为例，工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可以在仲裁申诉
时效内提起劳动仲裁，劳动者可以到劳动合同履行地或企
业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要求单
位支付工资。同样，劳动者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
诉。劳动部门有权责令单位支付工资并加付赔偿金，甚至
给予处罚。

当然，在讨薪的道路上也不能让劳动者“孤军奋战”。
应切实加大对欠薪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落实好政府监管
责任及行业监管责任，让欠薪者无处藏身。同时，做好普法
工作，提升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尤其是对于用工单位来讲，
应该依法行事，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讨工资
须遵循法律边界

□ 戴先任

这已经不是这位 80 后的挂职副县长第一次“出
镜”，商河县作为山东省首批12个“村播计划”试点县
之一，早在今年 5 月就已经开始电商直播。而今年 8
月，副县长王帅也创造了自己的纪录，“在一场20多分
钟的直播中，售出两万余单，总销售额超过60万元”。

如果说出镜官员是否从容还有个人镜头素养的原
因，那么“官员直播带货”的幕后决策、文案准备和具
体执行的内在驱动，更多的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
谦卑元素。前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对官员的“微服私
访”、家常语态多有好评，而社交网络中的公职人员，
整体表现能够更从容，对直播等新生事物抱持不排斥、
主动迎合的态度，也可以称得上是权力现代化转型的一
个微表情。即使不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一直正襟危坐
的公职人员形象，显然也已经无法适应普通民众的喜
好。而能真正以民众的喜好为喜好，对固有形象不再放
不下架子、抱有某种执念，具有比能否直播带货、或者
说能带多少货要重要得多的公共价值。

笔者认为，直播带货之外，还可以有固定时间段开
放的官员“直播接访”“直播问政”……权力在新媒体
时代的运行状态、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应当说大有可
为，也更值得期待。

权力的现代化转型
□ 南方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做好“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
委（党组）做好主题教育总结工作。可见，该项工
作到了阶段性结束阶段。但是，对于广大党员干
部来说，不可就此“收心”，任由“初心”马放南山。

要永葆思想信仰的纯粹心。忠诚，源自于信
仰。回首党的历史，正是因为老一辈革命先烈对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用至死不渝的忠诚和奉
献，铸就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丰功伟业。对
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对党忠诚必须是持久的、
永恒的，而永恒的忠诚源自于思想上不断地“补
钙清垢”。所以，不能因为主题教育阶段性结束
而忽略了思想上的提高，要持之以恒地坚持政治
理论学习，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学、坚持学、深入学，在学习
中打扫思想之“尘土”，在学习中补足精神之“钙
片”，在学习中永葆信仰之“纯粹”。

要永葆干事创业的进取心。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
当前，我们处在愈进愈难、愈进愈险的关键时
期，不能因为主题教育阶段性结束而滋生“放一
放、歇一歇”的松懈情绪。要永葆敢担当、善作
为的进取之心，要保持在主题教育中养成的实
干精神，用敢于直面困难的勇气、“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创造出经
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成绩。

要永葆为民服务的赤子心。“初心”的源头在
于人民，“初心”的真谛在于为民，“初心”的力量源
于爱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究其源头，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始终把为人
民谋利益作为第一追求。在此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各地各部门把问题一个个
抓到位、落到底，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
题，得到了群众的一致称赞。广大党员干部不能
因为主题教育阶段性结束而冷落了“初心”，要永
葆为民服务的赤子心，坚持以民心为导向，以实
效为目标，为民敢干事、敢担事、干实事，始终用实
实在在的成绩回应群众的期待和信赖。

主题教育不可就此“收心”
□ 景禹城

“到底哪款应用能帮我抢到票？”这是每年
春运来袭的必考题，今年也不例外。最近几年春
运抢票期间，抢票软件及加速包存在的侵权问
题总是受到用户诟病、舆论关注。遗憾的是，只
见 12306 网站通过技术手段屏蔽抢票软件渠
道，却没有用法律手段对抢票软件进行治理。

当这种“技术黄牛”逍遥法外，就会夸大宣
传诱导旅客购买加速包牟取利益。再从“加速包
抢不过手动”来看，抢票软件宣传的水分比较
大，有误导、欺诈公众之嫌。不排除部分旅客本
来手动就能抢到票，却被虚假宣传误导多花钱
购买加速包抢票。

因此，应当对目前近60家抢票软件宣传内
容的合规性进行全面深入调查，一旦发现对购
票人造成误导，导致购票人多花冤枉钱，应该依
据《广告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追究
违规抢票软件运营商的法律责任。这是倒逼抢
票软件宣传规范化、保障购票旅客合法权益和
春运售票秩序的有效手段。

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抢票软件该不该视同
倒票黄牛？每年春运期间，铁路公安部门对倒票
黄牛都是有力打击，有效维护了购票秩序和购
票公平。但是，对于抢票软件这种“技术黄牛”却
从未依法打击。虽然“技术黄牛”和倒票黄牛有
点区别，但也有不少相似点，该不该依法治理？

倒票黄牛通过加价卖票获利，而抢票软件
是通过销售加速包等方式获利，这是两者不同
之处，但两者都增加了购票旅客负担，都影响到
购票秩序和购票公平。笔者建议，不妨对两种

“黄牛”一视同仁。一旦把抢票软件及其加速包
视为黄牛依法打击，既能避免其虚假宣传，也能
遏止其默认勾选、隐蔽收费等侵权行为。

虽然12306网站不断屏蔽抢票软件渠道效
果显著，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技术手段解决，
法律手段也不可缺席。否则，12306网站压力仍
然比较大，抢票软件会造成12306系统崩溃等。
购票旅客也要理性，既要看到12306网站候补
购票功能，也要看到使用抢票软件抢票会存在
隐蔽收费、信息泄露等风险。

抢票软件应当视同倒票黄牛
□ 丰收

6 声 音 2020年1月6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