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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取纸靠人脸识别无必要
近日，一些地方公共厕所安装了“人脸识别供纸机”，方便

大家免费取用厕纸，这一方式引发网友热议。
@王东杰：个人密码等信息泄露后，用户可以及时修改密

码减少损失。但人脸信息属于个人生物信息，是无法改变的，一
旦泄露，用户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大。对公共场所的“人脸识别”
应该谨慎对待。

@一苇以航：每张人脸背后涉及的可能就是一整条个人信
息、资金安全信息链。目前，社会上存在不少公厕靠“人脸识别取
纸”等技术滥用现象，增加了信息泄漏风险。

@冬日暖阳：一旦生物识别信息数据泄露或被盗用，就有
暴露用户个人信息的风险，公共场所应谨慎使用人脸识别功能。
有关部门应当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制定更多规则，避免其成为用户
隐私泄露的新威胁。

（刘辛未整理）

航空公司“行李到家”服务受欢迎
日前，南航在广州白云机场、北京大兴机场、深圳宝安机场

和武汉天河机场上线推出“行李到家”服务，价格为49元起。
下单购买该服务的旅客无需在传送带转盘前等待行李，只需办理
手续，行李就能快递到家。

@马果叶：“行李到家”服务很适合行李多或携带老人孩子
出行的人。特色服务可以推广，让更多人享受到这项便民服务。

@夜行人：“行李到家”服务不仅方便了旅客，还可以增加
就业，值得提倡。但必须保障行李能当天到达，不然会影响旅客
使用。此外，还需要保证行李信息全程可追踪，避免丢失、拿错
等情况出现。

@白鹭：航空公司上线推出“行李到家”服务，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服务创新。至于服务质量优劣，也应由市场给出最公
正的答案。

景区商品如何定价引热议
据报道，最近黑龙江雪乡“烤肠15元一根”、泰山山顶“矿

泉水5元一瓶”等景区食品定价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景区
价格并不合理，比平时生活中所购买的商品贵了许多。也有网友
表示，既然景区商家已明码标价，买与不买纯属自愿。

@田忠华：景区价格在特定环境下增加运输成本无可厚
非，但要有个度，不能漫天要价。行业管理部门要有明文规定，
约束涨价幅度，毕竟旅行是一项休闲活动，不能让天价景区商品
伤了游客的心。

@山东高密 单立文：最好是划定界限，明确标准，根据
商品进景区的难易程度规定商品价格，明码标价。

@李萍：旅游景区中商品都比外面贵很正常，但不宜贵得
离谱。价格适中人们可以接受，太贵就会失去市场。政府价格
监管部门也应适度干预，避免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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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自2020年12月15日起，河北省将全面开展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

住房贷款业务。河北省规定，职工在就业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在户籍所在地购

买自住住房的，可持就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向户籍所在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异地贷款的

职工，与申请本地贷款的职工享有同等权益，不得设置附加条件。开展住房公

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无疑是便民利民之举，相关地方应以此为契机，加

强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强化数据共享支撑，加快推进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

功能完善，切实满足缴存职工异地办事需求。 （时 锋）

程 硕作（新华社发）便民新政策便民新政策

给道路做“B超”有助除隐患
张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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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近期发生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生产事故再次提

醒我们，企业生产特别是对于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来说，提升安全意识刻不容缓。安

全生产责任一定要落实到每家企业、每位员工、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角落，任

何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都要不得。安全生产非一日之功，要建立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莫让“不留心”成安全生产“杀手”
常 理

山寨汉服阻碍行业创新
王 琦

理性看待当前粮食价格上涨
刘 慧

今年粮食价格上涨是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上涨是一

把“双刃剑”。目前来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实，储备充足，供给充裕，粮价

上涨势头难以持续，后期玉米价格上涨也缺乏支撑。

民以食为天，粮价稳人心稳。今年以
来，在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之下，国际粮食
市场风云变化，国内粮食价格受到影响，
从期货市场蔓延至现货市场，“金玉米”

“金豆粕”引发投资者纷纷进入粮食市场
掘金，东北地区出现抢购玉米、大豆现
象，这引发了社会的焦虑与不安。确保粮
价稳定，对于稳定民心、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至关重要。

在粮食收储市场化条件下，粮食价格
涨涨跌跌是市场波动的正常现象。今年粮
食价格上涨是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经
贸摩擦不断，以及蝗虫和草地贪夜蛾肆虐
等因素引发了国际市场对粮食安全问题的
担忧，推动国际粮价上涨，并传导至国
内，影响了国内粮价走势。其次，国内政
策性玉米去库存周期基本结束，玉米供需
趋于紧平衡，玉米涨价预期明显。再次，
国际国内流动性过剩，热钱炒作粮价，对
粮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此外，国
内养殖业逐步恢复带动饲用玉米和大豆需
求大幅增长。

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上涨是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谷贱伤农。当前，粮
价上涨是连续多年粮食价格下跌之后的恢

复性上涨，既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也有
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带动粮食
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更好地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另一方面，米贵伤民。粮价上涨
不仅会影响低收入困难群众的食物安全，
而且会增加粮食加工企业、饲料企业、养
殖企业等用粮企业的生产成本。令人担忧
的是，粮价上涨有可能会影响带动猪肉、
大蒜、生姜等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从

“金玉米”“金豆粕”发展到“猪坚强”
“蒜你狠”“姜你军”，从而拉动 CPI 上
涨，增加通货膨胀管理难度。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内粮价上涨，
特别是东北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国内粮食
市场“两个倒挂”问题更加严重。一个是
国内外粮价倒挂持续，进口成本优势明
显，大量进口玉米及替代品陆续到港。另
一个是产销区玉米价格持续倒挂，东北地
区玉米价格接近华北甚至南方销区玉米价

格，近期北方港存玉米已是去年同期的3
倍，逼近历史高位。这两个倒挂说明南方
企业对北方玉米需求减少，对进口玉米及
其替代品需求增加。由于国内玉米价格持
续高位运行，市场风险正在逐步积累，国
内企业一定要理性看待当前玉米行情，做
到心中有数，控制好经营风险。

目前来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
充实，储备充足，供给充裕，粮价上涨势
头难以持续，后期玉米价格上涨也缺乏支
撑。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在经历了疫情、洪
灾、台风、雪灾、草地贪夜蛾等一系列考
验之后再次获得丰收，为满足国内市场供
应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粮食库
存处于历史高位，虽然政策性库存有所下
降，但企业商品库存和农户存粮数量均有
不同程度增加，增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韧
性。当下，国际粮食供需仍延续宽松格
局，玉米及高粱大麦等替代品大量进口，

有效填补了国内供需缺口。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有效市场与有为
政府的结合，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
力，多措并举综合施策。要坚持底线思
维，在全力抓好秋粮收购的同时，继续组
织好政策性粮食销售，根据市场形势和调
控需要，及时灵活调整投放品种、数量和
节奏，优化粮源安排，保障市场供应。截
至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通过国家粮食
交易平台累计销售政策性粮食超过 1 亿
吨，其中政策性玉米 7000 多万吨，有效
保障了市场供应。必要时，国家有关部
门会加大政策性小麦和稻谷库存投放力
度，满足饲用替代消费需求。要进一步
强化预期管理，强化粮食市场预警和监
测，及时主动发布粮油供求和价格等信
息，稳定市场预期。持续加大监管力
度，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严厉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防投机商囤积居
奇，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化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性、支
柱性产业。2018年全国化工总产值约占世
界的 40%，全国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达21万家。同时，化工业又属于高危行业，
各种危化品的生产、运输、储存过程复杂多
样，任何一个细微差错、疏忽都有可能酿成
大祸。2020年1月份至11月份，我国共发
生化工事故 127 起、死亡 157 人，危化品重
大安全风险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日前，应急管理部集中公布了一批化工
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这些
事故触目惊心。一线工人操作不当，企业安
全生产意识淡薄、生产流程不规范不科学，
是造成事故发生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
因。比如，辽宁葫芦岛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
限公司“2·11”爆炸事故，其原因是烯草酮工
段操作人员未对物料复核确认、错误地将丙
酰三酮加入到氯代胺储罐内，导致两种化学
物质发生反应，引发爆炸。

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就是这样一次次
不经意、不留心，成了安全生产的最大“杀

手”。对于我国数量庞大的危化品生产经营
企业来说，提升安全意识刻不容缓。因此，
安全生产责任一定要落实到每家企业、每位
员工、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角落，任何
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都要不得。

本质安全是预防事故的根本。所谓本
质安全，是指通过设计等手段，使生产设备
或生产系统本身具有安全性，即使在误操
作或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事
故。应当看到，我国本质安全水平还不够
高，在危险工艺、危险岗位、危险区域内人
员流动较多，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造成群

死群伤。据此，化工行业应加快技术升级
改造，逐步实现在危险岗位用机器替代人，
在高风险区域用自动化把人员数量减下
来，从而提高全行业的本质安全水平。

国务院安委会前不久发布的《全国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要积
极推广应用泄漏检测、化工过程安全管理
等先进技术方法，2022年底前所有涉及硝
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程氧化工艺装置
的上下游配套装置必须实现自动化控制。
这将为化工行业安全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化工园区是危险

化学品产业的重要载体，截至2019年底，我
国共有676家化工园区。化工园区的优势
在于方便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生产运营，
但其危险性更是显而易见。如果园区缺乏
统一、科学的整体规划，企业对安全生产的
重视程度不高，有关部门监管不严，那么诸
多危化品厂就好比一个个定时炸弹，引发
多米诺骨牌效应，江苏响水“3·21”事故就
是最大的教训。

因此，必须对化工园区科学合理统一布
局，明确园区的准入条件并严格执行，加强
对园区风险的全面评估，风险隐患要及时排
查处理。同时，加强园区智能化建设，建立
全方位无死角监控体系，一旦有企业出现异
常生产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及时
救援应急，保证将事故遏制在萌发阶段。

安全生产非一日之功。要不断汲取各
类事故的深刻教训，牢固树立生产和发展
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这一理
念，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努力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上海一家“熊爪”咖啡店成了热
点新闻。店员通过“熊爪”将做好的咖啡从
墙上的“山洞”中递出，顾客在等待咖啡
时，还可以和“熊爪”互动。据了解，咖啡
店本身是个公益项目，店长和“熊爪”扮演
者均为残疾人，他们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
为顾客带去暖心的服务。

“熊爪”咖啡的背后，凝聚着多方的爱
意。一方面，残疾人用自己的一技之长，通
过“一墙一洞”来扬长避短，为大家提供

“有趣”的服务，展现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另一方面，消费者接受这种销售方式，并与
之互动、为之点赞，在享受冬日温暖的同
时，也献出了自己的爱心。如此暖意交汇，
显得其乐融融。

虽然“熊爪”咖啡的制作者和递送者是
残疾人，但他们的技艺却达到了“满分”。
据报道，“熊爪”咖啡的咖啡师是聋哑人，
在咖啡冲调比赛中得过奖，制作的咖啡不逊
于大师；“熊爪”扮演者是面部烧伤者，但
其送玫瑰、握握手、摸摸头等卖萌技艺却爆
火网络。同时，如果是持有残疾证的客人到
店，还会获得一杯免费特调咖啡。这都在向
外界透露着，他们虽然身有残疾，但产品却
无缺憾，爱心也丝毫不缺。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约有 8500 万残疾
人，持证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有 2548 万，就
业需求巨大。对于残疾人来说，正常人能够
轻松完成的，他们却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
做到。相比自身的努力，外界的不理解、不
支持更让残疾人感到遗憾。从某种意义上
说，帮助残疾人，除了助其解决眼前之

“痛”，更要为他们谋长远。让残疾人自力更
生，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为此，各地也在努力为残疾人就业创造
条件。比如，大力发展残疾人教育，从职业
教育到高等教育，让残疾人能与正常人一
样，拥有获得“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又
如，建设无障碍设施，不仅在公共场所，也
进入残疾人家中，为他们扫除障碍。

保障残疾人生活，还需要每一个人的倾情相助，吸纳残疾人
就业，鼓励残疾人创业，参与助残公益等。更重要的是，在平时
生活中，不占用盲道、不破坏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打造一片

“无碍”环境，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

如今，汉服市场日渐火热。数据显示，
过去3年，天猫汉服品类销售额增长超过6
倍。今年上半年，在天猫购买汉服的消费
者达到 2000 万人。当汉服这个曾经只局
限于小众群体爱好的服饰不断破圈，意味
着一个可以更加大众化消费品类的诞生。
但与此同时，不少店铺只看到了市场红利，
缺乏基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导致近年来
汉服圈“山寨与正品之争”愈演愈烈。

现实中，汉服大多售价较高，原因在于
创作、款式试水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时间投
入。但山寨直接将爆款“拿来”，少了创作
和试水风险，可谓方便快捷、一本万利。长
此以往，更便宜的山寨货必会挤占原创者
的生存空间，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制定和细化行
业规则标准，完善法律法规，为原创者托

底，相关监管部门和平台应加大查处力度，
开放举报渠道等，让山寨无处生存。其次，
汉服商家应强化原创作品保护意识，强化法
律观念，对作品及时注册，避免被山寨抢注
失了先机。一旦发现山寨行为则应维权到
底。同时，商家应积极转变观念。有些商家
使用饥饿营销方式，让买家无处可买；也有
些原创者创造能力强，但质量把关反而不如
山寨。其实，有些版型、爆款、元素等，可以
通过授权、联名等方式，让其他尚无原创能
力的汉服商家也能加入其中，共同推广发扬
汉服传统文化，做活产业才是关键。

消费者也应支持正版，让原创者有生
长的土壤，如果只为便宜而选择山寨，是对
原创者的伤害。给予原创者最大的尊重和
保护，这是行业发展的根本，只有源源不断
地创新，才能维护行业发展活力。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和驻
区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开展了为期3个月
的“央地合作”，他们以道路检测专用“探地
雷达”为载体，给辖区内主要街道地面做

“B超”，寻找肉眼看不到的地下空洞、地基
塌陷等安全隐患。

道路是城市、县乡、村庄里的交通“大
动脉”，任何一处道路发生问题，都有可能
导致交通堵塞或人员伤亡。近年来，各地
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不少乡村、县市甚至
大中城市周边的农村越来越注重道路表面
美化。一些地方为了让道路表面整齐平
坦，用水泥板把多年形成的小河流和角角
落落里的小沟渠掩盖住，有的地方还在掩
盖小河流、小沟渠的水泥板上用混凝土封
死。这样的城乡道路看上去整齐漂亮了很
多，但如果管理缺位，美丽的道路下面就会

产生安全隐患。
在一些城市的偏僻道路和乡村道路下

面，被水泥板覆盖的小河流、小沟渠常常被
人忽略，如果检查不及时、不到位，小河流、
小沟渠里极有可能产生并聚集大量沼气。
当道路有了裂缝，小河流、小沟渠里的沼气
就会顺着缝隙溢出，一旦沼气遇到火源（如
鞭炮、炉渣、烟头），就有可能引发爆炸。

城市建设必须以安全为要。再美丽的
城市、再漂亮的道路，没有安全作保障，也是
短视之举。平坦漂亮的道路是城市化建设
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有关方面在修建城乡道
路的同时，必须要做好调查，深入研判。同
时，城乡居民也应关注道路安全，发现道路
问题后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城乡道路的
美丽，既在于路面整洁平坦，也在于道路下
面的安全。道路安全才是真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