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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自营”概念须清晰
史洪举

走 不 远走 不 远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一年一度的艺考季帷幕拉开。艺术，本来不是一门急功近利的学科，但近

些年却成了一些学生和家长追求“曲线升学”的工具，常常是“文化分不够，

艺考分来凑”。但是，艺术训练与文化水准是统一的，是不能割裂的。一个文化

课不过关的考生，其在艺术道路上也不会走得太远。教育部日前公布的《关于

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在艺考等特殊

类型招生中逐步提高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就是要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倾向。

希望一些学生和家长能理性看待艺考，不要图一时之“易”而误了自身。

（时 锋）

当一名积极的环保行动派
杜 铭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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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黑整容”需补监管短板

中成药改名切忌一刀切

责令“登报检讨”于法无据

守 护 好 百 姓 的 安 全 感
李 哲

平安，是百姓的第一需

求。随着平安中国的建设推

进，我国已经成功搭建起公

共安全网的基本框架，对风

险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

时，为了让百姓切切实实地

触摸到安全与正义，我国司

法责任制改革实招频出，不

断突进，目的就是啃下一块

块硬骨头

零基础学员、三天学会割双眼皮、五天学会打美容针
⋯⋯在网上，各种整容培训速成班的广告满天飞，号称没
有任何医疗经验的普通人经过3天培训之后，就可给别
人做双眼皮手术。“黑整容”从招生、培训、推销、服务到药
品销售，已经形成一个乱象丛生的地下产业网。

【短评】 整形美容行业乱象不断，原因在于监管权
责不清。一方面，普通美容院不能做涉及侵入人体的美
容项目，但由于是在工商部门注册，卫生部门监督不了，
工商部门又无法判定其是否超范围经营，使得一些美容
院成为监管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大多公立医院的整
容整形科室被承包出去，变成私人性质的经营机构，出现
了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治理“黑整容”，亟需厘
清监管权责，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设立严格的从
业准入门槛，对美容技术细节进一步做出规范。

近日，贵阳某晚报的版面上出现多篇“检讨书”，内容
均为企业向政府部门检讨其在工程中出现了安全隐患。
从“检讨书”来看，登报企业多是向贵阳市观山湖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做出检讨。对此，该局表示，这样做是为了
促进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并非处罚。

【短评】 企业因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而接受处罚，这是理所应当的，相关部门也有权依法
给予相应处理。但是，必须“过罚相当”，有据可依，
要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施行，否则就有可能矫枉过正。
根据 《行政处罚法》 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等7种情形，并不包括登报检查或
道歉的处罚方式。强制性的“登报检讨”，看似是管理
创新，实则是权利任性，是法外之“罚”，应当纠正。

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就《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
指导原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出中成药不应采用

“宝”“灵”“精”“强力”“速效”等用语，以及“御制”“秘制”
等溢美之词，避免暗示、夸大功效。这也意味着，一些耳
熟能详的中成药可能要改变名称。

【短评】 新广告法禁止使用“国家级”“最高级”等
绝对化广告用语，中成药名称里大量存在的“宝”

“灵”“精”“强力”“速效”等用语就像是一种绝对化广
告用语。相关部门出台指导原则，是为了规范管理药物
名称，避免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政策初衷是好的。但
是，规范管理不等于死搬教条，还是要多考虑考虑现实情
况。比如，一些中成药的名称存在了上百年，在消费者眼
中，这些名称并不“敏感”，体现出的还是传统文化底蕴。
就此而言，不仅不能一改了之，还要予以保护。

进入 2017 年，“重庆连续两周新房
成交超万套”、炒房客“打飞的赴渝炒
房”的新闻，刷遍微信朋友圈。这一新
闻的背景是重庆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近日
调整了职务，在很多人看来，这一人事
变动或将改变重庆房价的预期，甚至当
地楼市会大幅升温。对此，重庆官方不
仅多次“喊话楼市”，还修订了原来的
房产税征收条例，对在重庆市同时无户
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首套房
征收房产税，遏制“炒房”牟利行为。

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庆的房价及涨
幅在全国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作为直辖
市和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近年来以领
先全国的经济增速和低于多数一二线城
市的房价水平引人注目。一个地区的经
济发展，既与这个地区的区域特点、资
源禀赋、产业布局有关，也与当地党委
政府的工作密不可分。重庆市之所以近

些年保持相对来说的“高增长、低房
价”，原因有二：一是不搞土地财政的同
时力促经济全面发展，二是长期坚持既
定的调控措施、力保楼市稳定。

当然还要看到，虽然是人口最多的
城市，但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
重庆的人口密度低得多，人口接近一个
半北京、土地面积则相当于 5 个北京。
而这，正是重庆房价明显低于一二线城
市、与三四线城市水平接近的客观原因。

尽管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发生工
作岗位变动，但无论关乎整体经济的发
展大计，还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调控
与管理，无论具体调控措施还是调控产
生的效应，都应该是连续的。去年底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建立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房子
是给人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毫无疑

问，对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重庆来说，
房子同样是给人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一旦偏离这个定位，让投资投机性购房
趁势而入，必将严重打击刚需和改善性
需求，积聚楼市泡沫风险。所以，保持
重庆房价稳定、遏制已现苗头的炒房势
头，既是地方党委政府贯彻中央大政方
针的规定动作，也是继续确保价格不偏
离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改善住房条件需
求、防范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必然
选择。

值得肯定的是，针对市场最近的异
常波动，重庆市已迅速出台多项严控政
策，包括成本价格备案、预售价格申
报、价格调整申请等；重庆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也在官网上明示市民在购
房过程中发现的、可以举报的 9 种具体
情况，如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捂
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等，以遏制炒

房客和炒房资金持续流入。笔者认为，
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重庆市要明确
强调并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继续保持
宽松土地供应，并有必要适时、适度引
进 20 余个一二线城市调控房价的一些具
体措施，持续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在调
控背景下出现其他地区曾出现过的首付
贷、场外配租等违规行为，及时堵截、
防止炒房资金流入楼市。

有必要指出的是，此番重庆房价上
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数唯利是
图、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个人，企
图通过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实行舆论炒
作，引起炒房者和刚需族在恐慌之下快
速出手。对此，各类新闻媒体必须坚守
社会责任，防止跟风炒作或被某些居心
不良之人利用。有关方面也应加强监管
和处罚，防止有些媒体故意借题发挥、
为炒房和房价暴涨推波助澜。

平安，从来都是百姓的第一需求。
这种需求就像水之于鱼、空气之于人类
一样，感觉不到才是安全感的最高境
界。风平浪静的背后，是防控工作在发
挥效用，是技术与能力在做支撑，是改
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是数百万政法干
警在第一线的战斗。

走在危险的前面，才能战胜危险。
随着平安中国的建设推进，我国已经成
功搭建起公共安全网的基本框架，对风
险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风险防控是一
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不法分子始终在寻
找防控体系的漏洞。因此，各地政法机
关应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大数据技术
开展风险研判预警，并加强对相关案例
的规律性研究和总结，不断完善风险防
控体系，将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数据
显示，2016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严重暴
力犯罪案件比 2012 年同期下降 43%，命
案下降30%。

见招拆招，遏制新型犯罪。针对跨
区域流窜作案，相关部门完善了警种合

成、部门协作、区域联动机制，打源
头、端窝点、摧网络、斩链条。针对跨
国跨境犯罪，我国加强了与有关国家和
地区的情报、执法、司法合作，提高情
报共享水平，提高共同打击犯罪能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网络犯罪
已占到犯罪总数的 1/3，并以每年 30%以
上的速度增长，未来，绝大多数犯罪恐
怕都会涉及网络。面对这样的情况，我
国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都在加强网络技
术手段的应用，创新着网上网下一体化
的打防管控模式。

道高一丈，提高队伍能力建设。面
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犯罪，如果政法队伍
的履职能力不能够与时俱进，社会就会
产生最危险的安全漏洞。2016 年以来，
中央政法委举办了 4 期百万干警学习讲
座；同时，包括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内
的各类会议也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
开到基层，以会代训，有效开阔了政法
干警的眼界，提升了他们的本领。目
前，还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网络+培训”

机制，形成分层次按需求培训机制，为
政法干警创造随时随地随案学习的机
会，努力打造一支风清气正、业务过硬
的政法队伍。

司法公正，带来“摸得着”的获得
感。如果说，提升能力、防控风险带
给百姓的是“摸不着”的安全感，那
么，司法公正则能让百姓切切实实地触
摸到安全与正义。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实招频出，不断突
进，目的就是啃下一块块硬骨头。目
前，法官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得到确
立，优秀人才向办案一线流动趋势明
显，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在总编制不变
的情况下，一线办案力量比改革前增加
20%以上，一审服判息诉率上升 10%以
上，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 40%左右。
此 外 ， 在 纠 正 一 批 冤 假 错 案 的 同 时 ，
我国还展开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疑罪从无原则将得到更
加严格的落实。

据报道，范先生在京东商城购买
“自营”商品，发生纠纷后将京东商城的
主体诉至法院，诉讼中得知，“自营”的销
售商是集团另一家子公司，因此，法院裁
定驳回起诉。法院同时认为，该网上商城
标示“自营”的做法，对消费者构成误导，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遂发出司法建议
函，要求该网上商城予以改进。

人们在网络商城购物时，商品通常
会有“自营”或“第三方商家”销售的
标示。这个小小的标示，与商品销售主
体及责任承担直接相关，往往成为消费
者选购商品的重要参考因素。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谁是经营主体或销售主
体，谁就应当承担经营者责任。按照正
常理解，所谓“自营”，应该是交易平台

所有者自己经营的商品，该网上商城应
承担经营者责任，而非仅承担平台责
任。商家不宜故意模糊“自营”定义，
否则，就会误导消费者，涉嫌欺诈经营。

显而易见，涉事网上商城的解读与
普通消费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且这一偏
差关乎消费者向谁主张经营者权利的问
题，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其行为可
能构成经营欺诈，也会侵蚀其信誉，可
能受到行政处罚。

对此，网上商城理当规范并明确对
“自营”的解释，并在网站商品页面增加
对销售主体的解释和标示，还要明确查
询渠道，有效满足消费者知情权，确保
消费者及时、有效了解自营产品销售主
体的权利。

为“病历界清流”点赞
卢骏骅

一张 2016 年 12 月 13 日的会诊记录
单，因为字迹工整清晰，被网友称为

“病历界的一股清流”。这张走红网络的
会诊记录单，是新疆中医医院呼吸科一
名医生手写的。

医生写好病历本，就好比老师写好
板书，理应工整易懂，是从业者的基本
职业要求。对此，原卫生部 2010 年修订
的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对各医疗机构
的病历书写进行详细规范，对百姓看不
懂不少医生写的“狂草病历”做出回应。

字迹工整的会诊记录单，是对他人
的尊重，也是对自身职业的尊重。事实
上，如果连病历都不能写好，人们就很
容易产生对病人病情诊断能否客观准
确、对病人态度是否友好的猜测。即便

未来诊疗将更多地使用电子病历，但态
度是否端正显然不会因为病历介质的改
变而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病历的过程，
就是医生与病人沟通的过程。医生在就
诊过程中，除需提高个人医术水平、加
强医德修养外，还应特别注重与患者的
沟通，耐心地向患者解释病情，用通俗
的语言让患者对病情心中有数，而写出
能认清楚、理解清楚的病历就是与患者
沟通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我们要为
在病历上工整写出病情的医生点个赞，
也期待着“病历界的一股清流”能够影
响更多人，让更多从医者养成这种职业
自觉，为创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写下自己

“清秀的一笔”。

最近，关于雾霾的讨论越来越多，各种观点、论调
鱼龙混杂、无奇不有。除了失望、悲观等负面情绪外，
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比如，有人认为个人力量太
过渺小，对减少雾霾起不了多少作用。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当下很多人心态的真实写
照。有些人对雾霾肆虐、垃圾围城等公共环境问题的关
注，仅限于发发牢骚，除此之外，或选择优雅地躲避，
或选择潇洒地逃离，甚至还有冷嘲热讽者，却很少想到
先从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起。冷漠和旁观，似乎成了
弥漫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另一种“雾霾”。

拿节能减排来说，有多少人愿意牺牲自己的舒适生
活，做一个真正的环保行动派呢？一些人还在追求汽车
排量越大越好、暖气开得越足越好，对物质生活享受的
追求永无止境，对自身行为的碳排放浑然不觉，污染了
环境还总怪环境不好。自己丝毫不肯努力，总盼着别人
减排。

还有一些人，通过并不科学的所谓试验，试图证明
污染与己无关。比如，有人把空气质量检测仪伸到汽车
排气管里，测尾气中的 PM2.5数值，全然忽视“二次反
应”的严重危害。这样的观点在一些不具有科学知识的
人听来，往往颇具迷惑性；种种片面乃至错误的论调，
消解了全社会为治理环境付出的努力。

政府和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但不等于说个体的
努力毫无意义。我们羡慕别人的蓝天白云，却有意忽略
了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将更多路
权归还给自行车，绿色出行、垃圾分类成为很多人的自觉
行为。你愿意为蓝天付出多少、改变多少？如果大家愿
意多付出，治理就会加快；反之，如果大家都忙着抱怨指
责别人、撇清自己责任，环境哪一天才能真正变好呢？

改变个人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为留住蓝天做很多
事：少开一天车，多走两步路，使用公共交通；少开一
会儿空调，多接触大自然，有何不可？与其停留在消极
地抱怨，不如让自己的生活方式“绿色”起来，做一个
积极的环保行动派。

牢牢坚持房子居住属性定位
潘 璠

对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重庆来说，房子同样是给人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旦偏离这个定位，让投

资投机性购房趁势而入，必将严重打击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积聚楼市泡沫风险。所以，保持重庆房价稳

定、遏制已现苗头的炒房势头，是继续确保价格不偏离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改善住房条件需求、防范房

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