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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的永辉超市，是聪明还是傻
如果永辉超市真能像在致歉声明中所说的，对食品安全制度及流程进

行全方位核查，加强上游供应链管理，今后其商品质量将更有保障，此次道

歉反倒成了提高质量的契机。这也提醒监管部门，企业过去装聋作哑，是

因为监管没有锤到七寸。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人脸识别”不容滥用
雷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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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伟作（新华社发）

当心“炒熊”背后套路

谨 防限高杆“野蛮生长”
常 理

治理限高杆“乱象”，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共同努力。应尽快制定限高杆

的国家标准，作出统一规范，从根本上抑制限高杆“野蛮生长”。还应该借助新科技，尝

试采取更加人性化，安全性能更高的方式去提示、阻止大车的错误行为。

相关数据显示，各地集中开展限高杆等道路限

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以来，截至今年 2

月 5 日，全国共排查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

61864处，其中20426处被拆除取缔。

限高杆等道路限高限宽设施设立的初衷，是为

了保护道路安全，防止大型车辆因超高撞击桥梁、

隧道等公共设施。但在实际中，却屡屡出现事与愿

违、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由于标准不统一、

禁令标志不规范等原因，造成一些地区限高杆数量

多，甚至出现越降越低的现象，让司机摸不着头

脑，提心吊胆，限高杆伤人问题也时有发生。又

如，限高杆让通行车辆承担了额外的负担。不少司

机表示，走得好好的路突然出现了限高杆，车辆只

能掉头绕路，不仅堵塞交通，而且增加了交通成

本。一些地方还由此催生了敲诈勒索的“黄牛党”。

造成限高杆“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主

管部门共同努力解决。

一方面，对于不合规定的限高杆应当坚决取缔

整治。2020年11月至12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生

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督促指导各地集

中组织开展了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

行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整治违

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

点。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限高杆的国家标准，作出统

一规范，从根本上抑制限高杆“野蛮生长”。

另一方面，对于必须设立限高杆的区域，应该尝

试采取更加人性化，安全性能更高的方式去提示、阻

止大车的错误行为，而不是用简单粗暴、危害行车安

全的方式强行使其停下来。试想，车辆在快速行驶的

状态下，如果不慎撞上材质坚硬的限高杆，那对车上

的人员来说，生命安全会面临极大危险。秉承生命至

上理念，道路安全治理应该更有温度。

在智慧交通、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快

速发展的今天，限高杆伤人事件应该且能够通过更

多手段去化解、规避。比如，让限高杆更加醒目，

足够引起司机注意；让限高杆的材质不那么“致

命”；通过车载导航语音播报及时提醒；对超高仍

然继续上路的司机进行严格处罚，等等。集思广

益、群策群力，相信总会想出一条科学有效的

路径。

此外，对大车司机来说，在开车过程中必须

时刻绷紧神经，留意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危险，严

格遵照道路标识行驶，在遇到不确定是否可以通

行的高度时，下来看一看、量一量，别让限高杆

成了“夺命杆”。这既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更是

对生命的敬畏。

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注重“放水

养鱼”，助企纾困，更好激发微

观市场主体活力。“保市场主

体”是近年来宏观政策的一个重

要聚焦点，当前对市场主体仍要

保持支持力度，而且要注重实

效，让企业得到更多政策红利，

更好地强身健体。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受到巨大冲击。对此，一系

列力度空前的财税金融政策迅速

出手。比如，实施阶段性大规模

减税降费，2020 年全年为市场

主体减负超过 2.6 万亿元；支持

银行定向增加贷款并降低利率水

平，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

付息，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

1.5万亿元。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企业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不少企业反

映，如果没有宏观政策的及时、

果断出台实施，没有这些真金白

银的大力支持，恐怕难以“挺

过”疫情冲击的考验。各项政策

从减负、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企业

强有力地“输血”，帮助众多企

业走出困境，同时有效稳就业保

民生，也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了

稳定恢复的态势，很多重要指标

甚至同比大幅增长，市场预期不

断改善。但是要清醒地看到，国

内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经济基本盘还需要进一步

巩固。从市场主体的情况看，尽管有前期政策红利的作

用，但疫情冲击影响巨大，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仍面临较大困难，日子还比较

艰难。

如果说在克服疫情冲击过程中，前期纾困政策已

将不少企业“扶上马”了，那么现在很多企业还需要

政策继续“送一程”。正因如此，各有关部门、金融机

构等在助企纾困方面不能松劲，而要保持必要支持力

度，政策不急转弯，继续全力保市场主体。只有让市

场主体恢复生机活力，才能更好地保就业，巩固经济

恢复基础。

企业对宏观政策走向和实施力度充满期待。很多人

注意到，今年国家针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做了多方面的制度安排，包括完善减税降费、

促进融资成本下降等，目前具体政策措施已在陆续发

布，关键是必须不折不扣把这些政策落实落细，化为促

进企业焕发生机、健康发展的有效动能。

值得强调的是，落实政策要注重精准、有效，真正

为企业排忧解难。比如，优化减税降费落实机制，精简

办理流程和手续，提升政策实施效果。金融机构更加注

重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保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力度不减，对受疫情持续影响行业企业给予定向支持。

此外，还要严厉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防止伸

向企业的“黑手”削弱纾困政策的红利。

相信随着各项宏观政策落实、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市场主体将更加生机盎然。

继“炒鞋”之后，“炒熊”成了当下“炒”局里的新

热点，一些看似平常的积木类熊玩具，被炒到十几万

元甚至更高。不同于实体投资，此类“潮玩”消费品

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商家打造的故事和消费者

的心理预期，泡沫成分大、风险高。一些炒家以多重

套路抬高价格，将风险转嫁给普通消费者。对此，有

关部门应加强对相关交易平台的监管，保障消费者

权益，防止过度炒作。同时引导年轻人理性消费，面

对价值虚浮不定的“潮玩”尤要谨慎。

（时 锋）

近期，某人脸识别短视频 APP 因存

在安全隐患而遭下架，一些企业商店也

因违规采集并使用消费者面部信息而被

调查。部分商家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伤及的究竟是消费者还是自身？

“人脸识别”技术是一种基于人的

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新型人工

智能技术，在公共场所、刷脸支付等多

个线下线上场景中均得到了广泛应用，

对保障公共安全、便利群众生活具有积

极推进作用。

很多新生事物犹如双刃剑，在法律

框架内、道德约束下正确运用可利国利

民，若为利益所驱使，为金钱所摆布，“人

脸识别”又可摇身一变，成为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幕后帮凶。一是当面部特征的可

复制遇上刷脸支付，消费者的“钱袋子”

将无险可守，财产安全无从维护；二是当

面部信息的可识别遇上大数据算法，消

费者对商家“大数据杀熟”将毫无察觉，

公平交易无从谈起；三是当有关企业无

意构建保护人脸数据资源的“护城河”，

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将存在安全风险，肖

像名誉无从保障。

由此可见，作为人与生俱来、独一

无二的面部信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快

速发展的时代，与消费者的人身、财

产、名誉安全等均有直接关联。忽视对

这一数据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运用，

将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较大危害。

但因相关侵权行为极具隐蔽性，不少消

费者对不良商家的“暗箱操作”并不知

情，对权益受损“后知后觉”，对权益

维护难以溯源。因此，滥用“人脸识

别”谋取利益，成为个别企业铤而走险

的旁门左道。

滥用“人脸识别”高危害性与高隐蔽

性并存，不但背离了借助新兴技术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初衷，还令本应便民利

民的“人脸识别”明珠蒙尘。其所伤及的

不只是消费者的“钱袋子”，还消解着消

费者对相关企业的信任，拂了企业稳健

可靠的“面子”，断了企业开拓进取的“路

子”，毁了企业长远发展的“里子”。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经营者必

须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应该认识

到用损害消费者权益来换取收益的行

为是自毁长城。企业利用新平台、新技

术、新理念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是“开门做生意”，要想行稳致远，须

始终强调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切实保

护用户各类隐私数据，做到把好安全

关、守好责任田，真正把消费者的利益

放在心上。

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对企业

运用新平台、新技术的监管，明确新平

台、新技术绝非法外之地，企业经营不得

心存侥幸伸出“黑手”，任何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都将受到法律法规惩处。斩断

“黑手”的同时还应强化引导，将企业经

营导入正轨，让新平台、新技术能够更好

地为消费者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从而保护社会大众对创新、创意的认可

与信赖，为“中国创造”保驾护航。

城市落户要“量”也要“质”
冯海宁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透露，1 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顺利实现。

实现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是 2014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 划（2014- 2020 年）》提 出 的 目 标 之

一。2013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 36%左右。

随着“1 亿人落户目标”的实现，到 2020

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60%以

上”和“45.4%”。在此过程中，国家和各

地先后出台了多项强有力的改革措施，

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有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国家

层面不仅要求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

政策、增加落户规模，也要求其他城市

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或全面放开放宽落户

条件。同时，各地也主动提出城镇化率

具体目标、加快推进户籍改革。这些举

措推动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增长。

不少原来“漂”在城市的非户籍人口，

得以在城市落户生根；对相关城市而

言，也因此拥有了更稳定的人力资源、

消费力等。

二是强力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比如

通过农村综合改革，让农民与村集体资

产“松绑”，实现承包地宅基地等权益

的“持有”进城、有偿退出等机制更灵

活，消除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又

如，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

面，相关政策也在及时跟进做好进城农

民权益保障。

实现“1 亿人落户目标”不是工作

终点。相比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城镇化

率，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这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配套改

革不断深化。当务之急是，在“量”的

基础上提“质”，在住房、就业、入

学、养老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更好提升新市民落户后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其他鸵鸟都把头埋进沙子时，有一只

居然抬起头来大喊，“对不起，我错了！”永

辉超市就是这只不按套路出牌的鸵鸟——最

近，网上突然出现了一份永辉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的道歉声明，称“公司对出现的食品安

全问题向广大消费者、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致

以真诚的歉意，管理层对该事件自查自纠，

深刻反省”。

为什么说突然呢？因为很多人是先看到

这条道歉，然后才得知前两天福建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消息，称永辉超市多家门店有

15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被媒体报道了。

这事儿最让人意外的点就在这里。市场

监管总局定期会通报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

被点名的企业有很多，可似乎没怎么听说哪

家企业为此道过歉。

就拿最近几期来说，4月 19日公布的抽

检结果显示，辽宁省大连乐购生活购物有限

公司销售的烤鱼片，N-二甲基亚硝胺检测

值不合规。3 月 31 日公布的抽检结果显示，

美团华欣超市 （上地店） 在美团 （手机

APP） 销售的精肉里肌肠，菌落总数不合规。

3月 19日公布的抽检结果一口气点名了

好几家：小矮熊京东自营旗舰店销售的小矮

熊枣花蜜，氯霉素残留量不合规；海南省海

口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金龙店销售的豇豆，

甲基异柳磷残留量、克百威残留量不合规；

沃尔玛 （云南） 商业零售有限公司曲靖子午

路分店销售的黄瓜，氧乐果残留量不合规。

如果算上电商平台上的商家，每期被点名的

企业就更多了。

这可是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的抽检，近几

年家乐福、沃尔玛、淘宝、天猫、拼多多等

企业几乎每期都会上榜，其严重性远超被省

局点名。可大家好像打定了主意，随你怎么

抽查，我就装聋作哑，坐等这波过去，继续

愉快玩耍。这几乎成了企业应对食品安全抽

检的一致态度。

从效果来看，这套鸵鸟策略成功淡化了可

能发酵的危机。大多数时候，抽检结果被淹没

在了互联网信息的汪洋大海，虽然有时媒体会

跟进，但极少引起关注。因此，永辉这一次大

张旗鼓地公开道歉，就显得格外不寻常。

可能其他企业会认为永辉是傻瓜，不懂得

暂避风头，纯粹是自找麻烦。但媒体和消费者

应该看到，在装聋作哑很可能风平浪静、公开

道歉反而会招来热搜的网络环境下，永辉以上

市公司的名义道歉，至少展现出想解决问题的

积极态度。

客观地讲，超市、电商平台只是销售平

台，不是问题食品的生产方。食品安全涉及种

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多个环节，出

现问题也有多方原因。

在过去的抽检中，永辉多次被曝出不合

格，反映其供应链管理不善。如果永辉真能

像致歉声明所说的，对食品安全制度及流程

进行全方位核查，加强上游供应链管理，今

后其商品质量将更有保障，此次道歉反倒成

了提高质量的契机。道歉声明亦是免费广

告，向消费者传递了永辉负责任的形象。从

这个角度看，永辉其实是聪明的。

也须看到，这次永辉道歉的前提是监管

部门重锤批评、主流媒体曝光，想躲也躲不

过去。假设这些信息还是散布在一篇篇定期

发布的抽检报告里无人关注，永辉会不会主

动道歉，还是个未知数。之前，永辉超市被

点名过多次，可没有道过歉。

这也提醒监管部门，企业其实心里有

数，装聋作哑是因为没有锤到七寸。食品安

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只有建立最

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实行最严

厉的处罚，坚持最严肃的问责，才能让消费

者放心，让经营者敬畏。说到底，食品安全

既不需要傻瓜，

也不需要“聪明

人”，只需要一

心确保质量的老

实人。

滥用“人脸识别”高危害性与高隐蔽性并存，不但背离了借

助新兴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衷，还令本应便民利民的“人

脸识别”明珠蒙尘，是相关企业在自毁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