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9 2018年1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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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 马洪超 祝 伟

“全面二孩”时代到来，月嫂市场持续火爆，不少“金牌”月嫂月薪上万

元仍供不应求。然而，媒体调查发现，一些月嫂号称“金牌”，却无培训经

历、无相关证件、无工作经验。“金牌”月嫂须持有的高级育婴师等证件发证

混乱，花几百元就能买到，甚至一些家政公司还自制“金牌月嫂证”。要杜绝

这一行业乱象，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及管理办法，用更加明晰

的标准引导母婴保健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建立合理的消费者评价机制，让月嫂

服务评价更加公开，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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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海南航空近日试行“客舱运输宠物”服务，每只宠
物收费800元。旅客需为宠物佩戴口套、穿戴纸尿裤，并全程
将其置于宠物箱中，并自行承担看管责任。

@羽中：试行“客舱运输宠物”服务，最关键的是监管要
到位，如果只收费而放松监管，则不足取。试行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顾文革：宠物不宜上飞机运输。飞机空间很有限，
人和宠物接触过程中极易造成伤害，导致乘客之间矛盾和
纠纷。

@山东高密单立文：客舱运输宠物是航空公司为客户着
想，实现物随人走的新举措，但是为了保障乘客乘机安全，
建议设宠物专舱。

如今，不少海外代购不仅在货源上作假，有的甚至在
物流信息上作假。媒体日前调查显示，有人在海外设厂专
门生产高仿货，并虚构发货地址欺骗消费者。

@建芳：海外代购如果遇到正品还好，遇到假货就吃亏上
当了，保护消费者权益要出实招。

@高占根：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不管是现购还是代
购，都会出现造假现象，关键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相关部
门加强监管，行业加强自律，消费者加强维权，造假现象才
会越来越少。

@刘祖刚：国货当自强，把白花花的银子留在国内，
拉动国内市场消费才是正道。

客舱运输宠物引争议客舱运输宠物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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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代沟数字代沟””不可忽视不可忽视

当前，儿童数字化技能成长迅速，有的儿童早早便超
越家长，形成了所谓的“数字代沟”。这虽为孩子早早地开
启了与世界交往的窗口，但也给传统教育方式带来了挑
战，值得全社会深入思考和应对。

@聂耀文：电子产品是科技发展的成果，不是“洪水猛
兽”。儿童对电子产品比大人还熟悉，这很正常。但不能让低
劣庸俗的电子产品“挷架”了孩子，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王颖：“数字代沟”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消除“数字
代沟”是家长的必修课。家长要不断地学习提升，引导孩子
正确使用电子产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武亚东整理）

重罚任正非 华为想干啥
黄 鑫

企业战略制定得再好，执行中如果出现偏离，都犹如导致“千里之堤”崩溃的“蚁穴”。面

对种种“偏离”甚至错误，如果只是推诿或掩盖，问题将会越积越大，制约企业下一步的决策和

执行。对于企业家来说，善于自我批判才能带动企业进步，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阳 光 采 购 需 正 视“ 质 疑 ”
董碧娟

规范质疑应对程序，能为

政府采购引来更多监督“目

光”，获得更好的发展“阳

光”。将政府采购纳入规范化、

法治化轨道，有助于增强市场

主体参与政府采购的信心，逼

相关参与者规范自身行为，推

动政府采购更加规范透明

股市投资不能沉迷“喝酒”
陈志龙

近期，两项关于政府采购的新规引
起人们的注意。其一是新发布的《政府
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替换了 2004 年
的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
增设专章明确质疑程序；其二是《政府
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将“答复
供应商质疑”纳入财政部门对代理机构
的监督检查之列。

两项新规都强调了“质疑”，其原
因主要在于，我国政府采购规模持续扩
大，新品种新技术增加，供应商依法维
权意识增强，疑虑、误解和矛盾也相应
增多。一些机构由于轻视质疑处理，导
致原本可以通过质疑解决的问题挤到了
投诉环节。2016 年全国政府采购投诉
举报案件达到 5011 起，分别是 2015
年、2014 年的 1.5 倍和 3 倍。在此情况
下，进一步规范质疑程序，强化质疑处
理十分必要。

多年来，我国政府采购机制不断完
善，在节约财政资金，创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支持创新和绿色发展等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政府采购法》颁
布实施 15 年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
中采购资金平均节约率达到14.4%，节
约资金347.5亿元。然而，我国政府采
购管理和执行机制还不够完善，存在

“重审批、轻监管”问题，在透明规范
等方面仍需加强。

通过规范质疑提出和处理，能为政
府采购引来更多监督“目光”，获得更
好的发展“阳光”。好政策，贵在执行
到位。新政策对质疑答复的时限、内
容、处理方式等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
定。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应该正视质疑，
认真执行，切实推动阳光采购。

正视质疑，首先应持有尊重和欢迎
质疑的态度。政府采购一头连着政府，
一头连着市场，事关政府公信力。对待
质疑，相关机构应该拿出解疑释惑的服
务精神，站在供应商角度“换位思
考”，不排斥、不敷衍，做到细心聆

听，热心回应。
正视质疑，还需提高科学高效处理

质疑的能力。随着政府采购品种增加，
专业性增强，充分理解质疑、解答质疑
的难度也会增加，这就需要相关机构及
负责人练好内功，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正视质疑，需要相关参与者在政府
采购的所有环节“绷紧弦儿”，善于内
部质疑，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从
源头上减少外部质疑的发生，让每一笔
政府采购都经得起质疑。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建设法治政
府，推进依法行政”作出重要部署。我
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将政府采购纳入规范
化、法治化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对

“质疑”的正视将会产生“加速器”和
“催化剂”的作用：既能进一步增强市
场主体参与政府采购的信心，增强监督
动力；也能倒逼相关参与者规范自身行
为，主动生成自我质疑意识，合力推动
政府采购更加规范透明。

近日，一条“任正非被华为罚款
100万元”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这份
罚款文件由任正非本人签发，针对的是
部分经营单位发生的经营质量事故和业
务造假行为，是对华为高层的自罚，其
目的是要带动全体员工开展自我批判，
从而推动华为提高经营质量。

有人说，对于任正非来说，100万
元不过是九牛一毛，这是华为在变相炒
作。也有人说，华为一贯不愿意炒作，
任正非对于媒体的追逐更是一直低调应
对。不论人们有如何不同的解读，因为
企业存在管理问题，“一把手”就自罚
百万元并公之于众，这样的案例还是十
分鲜见。从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到企业
家所展现出的自我批判精神，这正是当
下企业界欠缺的，值得赞赏。

敢于把问题揭示并公布出来，需
要正视问题、纠正问题的勇气和自
信。很多企业经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
程，包括华为这样的通信巨头在内，
都难以避免管理中的差错或者滋生大
企业病。正如当下人们对“灰犀牛”
的定义，可怕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
对问题视而不见。在规模壮大、实力
变强、行业地位逐步提升甚至成为行
业巨头的过程中，企业家应当不改初
心，坚持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正视
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企业自我
革新、自我净化的能力，而不是在已
有业绩的光环中自我陶醉。

对于企业家来说，善于自我批判才
能带动企业进步。改革开放初期，张瑞
敏在职工“心疼”的眼泪中，砸掉质量

有问题的几十台冰箱，这种对于质量问
题的“零容忍”态度，成就了海尔全球
家电行业翘楚的地位。在今天诸多商业
领域愈加同质化的竞争中，对质量的苛
求、对诚信的推崇，已成为企业竞争力
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任何对于质量和诚
信的姑息迁就都可能遭到消费者的背
弃。当前，技术变革速度越来越快，企
业家只有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来迎接和应
对，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曾经
在胶片相机时代占据领先优势的柯达公
司，是数码相机的发明者，却因为担心
冲击胶片业务，雪藏了数码相机技术，
最后错失了数码相机产业良机，并被时
代所淘汰。可以说，今天拒绝自我批
判、自我否定，很可能明天就被市场拒
绝、被市场淘汰。

自我批判从企业家自身做起，需要
莫大的决心。无论是任正非被罚款，还
是张瑞敏当年砸冰箱，目的都是用企业

“一把手”的态度告诉大家，公司反对
什么、提倡什么，光嘴上说说不行，必
须拿出实际行动。企业战略制定得再
好，执行中如果出现偏离，犹如导致

“千里之堤”崩溃的“蚁穴”。面对种种
“偏离”甚至错误，如果只是推诿或掩
盖，问题将会越积越大，制约企业下一
步的决策和执行，甚至影响企业生存。
企业家带头开展自我批判，是要给每个
岗位每个人传递一种正确的导向，及时
纠正偏差，防止更大的背离。正因如
此，被罚款的任正非、砸冰箱的张瑞敏
才能带领华为和海尔不断取得更大的
成绩。

干扰环境监测须依法问责
魏文彪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环
保局大楼被雾炮车喷成冰雕的照片引发
关注。据报道，这是因为该楼设有一处
国家环境监测网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点，雾炮车喷水雾以求改善环境监测数
据，没料到当地夜间气温已经达到零下
10摄氏度左右。对此，自治区环保厅称，
石嘴山市政府已处分相关责任人。

开展环境数据监测工作的目的，一
是通过监测获得各地环境质量的真实
数据，以此为依据，更好地制定环保政
策，促进各地环境质量改善。二是通过
公开监测数据，倒逼那些环境保护不力
的地方政府与企业，促使其更好地做好
环境保护工作。利用雾炮车干扰正常
环境监测，难以有效监测到真实的环境
数据，会对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起到误
导作用。

正因为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危害甚
大，在新环保法加重环境监测数据造假
行为行政监管部门责任，规定严厉的行
政问责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将环
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纳入污染环境罪，
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监测设
施行为自此入刑。

然而，尽管法律制度严密，但此
类违法行为依然时有发生。对环境监
测数据造假行为执法不严、问责太轻
是重要原因。杜绝这一问题，必须依
法加大惩处力度，对实施篡改、伪造
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监测设施行为者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切实维护
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促进各地环
境质量得到提高与改善。

“白酒也好，家电也好，都是好
东西，但不能代表现在这个时代。”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的投资风
向，近日惠正投资董事长江作良呼吁
投资者更多关注成长型企业，引发
关注。

过去一年多时间，A 股市场以茅
台为代表的白酒和家电板块行情向纵
深演化，个股涨幅较大，茅台市值把
中石化和招商银行甩在身后，越过万
亿元大关。茅台酒当然是好东西，但
是“树不能长到天上去”，酒终究是
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茅台近乎
神话般地过度上涨，让人越来越担
心 ， 以 至 于 茅 台 公 司 都 出 面 加 以
引导。

此次江作良劝投资者不能太沉迷
于“喝酒”，应更多地关注成长型企
业，反映出当下困扰中国股市的一个
估值标准问题。实际上，对茅台股票
的过度追捧，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经济转型不会一蹴而就，新的经济动

能仍在形成之中。所以，我们不能一
叶障目，不能因为局部个股出现涨势
就敲锣打鼓、弹冠相庆。

当前，我国正在稳步加速关键领
域的改革。面对包括股市在内的资本
市场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必须
有历史的责任和担当，不断凝聚共
识，开出正确药方。具体到成长型企
业，那就是要发展好创业板市场。此
前创业板的大起大落和近两年的持续
低迷，对市场人气打击很大。国家设
立创业板的目的，是为了给主板市场
提供多样化的补充渠道，让那些盈利
能力暂时还不强的高科技和初创公司
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历史地
看，盈利能力和市盈率都是动态的，
可以通过产业升级不断实现再平衡，
市场应给予创业型公司更多的预期包
容和多元估值，如果只认可眼前的盈
利才是所谓的价值投资，无视创业板
设立的初衷和长远意义，就会发生大
的偏差，也有违市场设立的初衷。

据报道，最近万科、光大、远洋、北
控、保利等公司纷纷在北京等大城市布局
高端养老机构。这些高端养老项目价格动
辄每月过万元甚至数万元。

高端养老项目收费高昂，引来诸多质
疑之声，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天价”养老
机构会让大多数普通市民望而却步。不
过，笔者认为，应该以一种宽容、开放的
态度，来看待高端养老机构的出现。

首先，高端养老机构的出现，既是一
种自发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市场选择的
结果，它本身的定位就是满足高端养老市
场的需求，无可厚非。反过来说，一些高
收入群体有条件和能力享受高端养老服
务，却找不到这样的养老机构，那反而是
违背市场规律，让人难以理解的。

其次，高端养老机构即便收费高，但
只要物有所值，能够提供与价格相匹配的
服务，就不该被随意质疑。如果一家高端
养老机构环境、位置优越，且由全科医生
24 小时全天候监护提供基础治疗，由职
业化护理团队负责日常护理工作，还能定
期开展丰富的文娱活动，那这样的服务就
物有所值。毕竟，提供这些服务都是需要
付出很大成本的。

最后，高端养老机构的出现，并不会
妨碍普通养老机构的发展。从市场角度来
看，高端化还是平民化，不过是为满足市
场不同需求所做的市场定位。如果说前者
满足高端人口的养老需求，算是养老产品中的“奢侈品”，
市场利润高，那么后者通过“薄利多销”一样可以生存和发
展。两者互相补充、互不妨碍，共同构成了养老市场的多元
生态，有助于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可以像建设保障性住房一样，探索
“保障性养老”来满足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养老需求。目
前，北京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保障性养老模式。养老社
区建有失能养护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公共活动设施，可
为老年人提供长期居住、营养膳食、医疗护理、居家服务、
康健娱乐等服务，这些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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