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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网上租友”野蛮生长、挑战底线

摘星应成酒店治理标配

电单车乱象要整治 百姓需求也不可忽视

人社部回应“养老金担忧”一箭多雕
针对近日有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2035

年养老金将要用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4 月23 日回应说，
通过一系列应对措施，能够保证长期按时
足额发放。聂明隽表示，“我们对化解未来
的支付风险是有准备的，制度的可持续发
展是可以保证的。请大家放心，也请广大
的退休人员放心。”

这一回应及时而必要。不久前，中国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
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认为，中国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到2027年
有望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下降，
到2035年有耗尽累计结余的可能性。这一
结论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和舆论多元解读，
有人担心自己未来能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养
老金。

人社部此次公开回应，相当于给公众
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这种回应不是简
单地承诺，而是拿出了5条具体依据：通过

降低社保费率做大养老保险的“蛋糕”，形
成企业发展与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良性循
环；通过实施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之间
的养老保险负担，帮助困难地区确保发放；
不断增加、做大做强战略储备基金；各级财
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
养老保险其他改革正稳步推进，制度内在
的激励约束机制正在进一步健全。

这些依据不仅条理清楚，而且有相关
方案、数据提供支撑，有比较强的说服力，
相信可以打消部分人对未来养老金能否按
时足额发放的担忧。

公众被“定心”之后，就会对我国养老
保险制度增强信心，继而会积极参加养老
保险，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覆盖
率、缴费合规率，从而为养老基金增加稳定
收入来源，确保养老基金更加安全，可谓

“一箭多雕”。
学术研究有自己的逻辑和价值，学术

研究内容在被舆论解读中出现夸大或变

形，不应完全归咎于学术研究本身。从特
定意义上讲，所谓“2035年养老金将用光”
也具有某种预警价值，即不能单靠养老基
金的自身运转来保持可持续发展，而必须
未雨绸缪，给予养老基金更多安全保障，降
低社保费率、中央调剂制度、财政投入等措
施就是必须而有效的保障。

同时也要看到，不能指望人社部的这
一次回应，就能彻底打消所有人对养老保
险基金的担忧。要最大化保障养老基金安
全并消除各种忧虑，首先要加快落实已有
的改革措施，让改革效果早日显现，并进一
步探索、制定新的改革措施。其次，要加大
相关信息披露的频次和深度，让公众更及
时、深入地了解真实情况，让阳光去驱除阴
霾。

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包括《社会保险
法》在内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制建设和法治
保障，达到比一般政策更有稳定预期、更能
稳定人心的效果。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消息,因卫生和消防
安全问题严重,服务不规范问题突出,北京长
安大饭店、北京九华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北
京南宫温泉度假酒店等8家饭店被取消五星
级旅游饭店资格,另有5家饭店被要求限期整
改12个月(4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这不是五星级酒店第一次因严重的卫
生、消防安全问题以及服务不规范问题而遭
到“摘星”处理,在今年2月,湛江恒逸国际酒店
等7家五星级酒店就因同样问题遭到“摘星”
处理。

旅客不惜花费高额费用选择入住星级酒
店尤其是五星级酒店,归根结底是冲着星级酒
店提供的高标准服务。按照《旅游饭店星级
的划分与评定》的规定,“设施设备养护良好,
使用安全,达到整洁、卫生和有效”和“客房、卫
生间每天全面整理1次”是星级酒店的基本标

准。而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住宿业卫生规范》《旅店业卫生标准》

《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等法律法规和卫生
规范标准对酒店保洁作业均有明确规定,公共
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
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
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
毒、保洁。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
清洗、消毒饮具、盆桶、拖鞋、清洁工具的设施
应分开并专用,防止交叉污染。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并不是每一
家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标准进行作业。相反,一些星级酒店,尤其是五
星级酒店为了节省成本,“用马桶刷刷杯子”“床
尾巾不及时更换”“马桶里洗抹布”“毛巾擦完
马桶擦茶杯”等严重的卫生问题不时被较真旅

客曝光,甚至卫生乱象已经成为酒店行业、星
级酒店的一种“潜规则”和行业顽疾。

星级酒店卫生乱象丛生,与其高额收费
和相关服务标准严重不符,原因有很多,既有
酒店在卫生保洁上的投入不足,也与酒店对卫
生保洁工作不重视有关。但究其根源,是星级
酒店违法违规成本太低,对星级酒店起不到应
有的遏制和震慑作用。

要有效治理星级酒店卫生乱象、消防安
全乱象,就必须切实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除
了提高经济处罚标准之外,“摘星”应当成为一
种标配性处罚手段。只要星级酒店被查实存
在严重的卫生问题、消防安全问题,就直接予
以“摘星”,不留讨价还价的余地,倒逼星级酒
店真正重视卫生和消防安全,加大对卫生和消
防安全上的投入,切实保护旅客的合法权益,
让旅客住宿更安全、更舒适、更放心。

报载，新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于近日开始实施。针对电动自行车主违反交
通规则，横穿马路乱闯红灯，以及随意停放等
乱象，广东将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加大对电动车的治理力度。

对电单车乱象进行整治，相信许多市民
会拍手称快。近年电单车风靡各地，普及程
度可媲美过去的自行车。人们对它的态度

“爱恨交织”：一方面，它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方
便——省时省力，还成为许多人的谋生工具，
诸如投送快递和外卖等行业；另一方面，它又
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说是非机动车，但
有的车型动力速度并不比机动车差，驾驶者
却又大多不懂交通法规，逆行、超速，在机动
车道横冲直闯，险象环生。

近年来，各地因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
持续攀升，造成不少人员伤亡。不仅如此，由
于缺乏专用充电桩，车主要么将车上楼入户
在家里充电，要么乱接电线在室外充电，由此
埋下火灾隐患。据报道，仅广州市去年三季
度便发生19起电动车火灾事故。

显然，对于电动车的诸种乱象必须大力
整治，否则，不仅严重影响城市的公共交通秩
序，亦会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问
题在于如何整治，有的人主张城市禁行电动
车，像以往禁摩一样。但这种意见既缺乏法
律依据，亦与社会的公平原则相悖。电动车
不仅符合绿色循环经济的大趋势，也是百姓
出行的升级替代品，它已深深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不可轻言一禁了之。

至于治理电动车因充电造成的安全隐
患，广州有些住宅小区已做出有益尝试：如建
设公用充电站、智能化门禁，以及结合物管引
入专业化的管理等。在公用充电站亦可加设
交通安全的宣传告示，提醒车主遵规守法出
行。从长远来说，针对电单车的普及，城市道
路规划需尽快作出调整，为电单车出行提供
应有空间。眼下许多老城区无自行车道，这
也是造成电动车乱闯人行道的客观原因，对
此问题不容忽视。

电动车的诸种乱象挑战的是城市的公共
管理，需要有严格的规则，更需要有自觉遵守
规则的车主，否则，总靠“猫捉鼠”式的治理，治
得了一时，却难以持久。由此而论，关键还是
要通过各种措施提高车主守法出行的自觉性。

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为丰富人们的生活，
创造了无数可能性。以“租赁”市场为例，无
车一族想去外地郊游，通过网络预约车辆，门
店提车、线下还车，简单又不贵，很受欢迎。
然而，还存在一些打着“租赁”旗号的异化案
例，如“网上租友”，就值得警惕。

“网上租友”不应是生意，却被做成了生
意。在一些社交平台，出现各种租女友、租男
友的信息，甚至存在一些专门的租友网站和
移动APP，注册为用户后就能进行“交易”。
可以说，“网上租友”并非以实物为标的，而是
以“人”为商品，无论是自愿还是有偿，都在很
大程度上违背了公序良俗，一些不当行为也
违反了法律法规。

有人说，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从商品经
济角度来看，这有一定道理。但是，需求一
定要正当，市场一定要健康。纵观“网上租

友”，所谓的需求，不过是起源于春节期间，
一些人为应付家庭催婚而出现的，这早已越
过了作为商品需求的界限，实属“异化交
易”；而所谓的市场，鱼龙混杂，违背了市场
原则和经济规律，掺杂的“色情服务”“社交
黑洞”“信息泄露”“商业诈骗”等风险，危及
社会安定。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网
上租友”都应该严格管制，对发布信息的平
台予以严肃整治。

“网上租友”是互联网发展及应用过程中
的一个灰色地带，不应被忽视。针对此，存在
很多权责不明，甚至在法律层面上不清晰的
地方。例如，“租友”是否合规合法；又如，“人”
的信息能否在网络平台明码标价；再如，出现

“色情”“诈骗”等问题，如何认定相关责任。
“网上租友”是互联网世界的一个侧面，

折射出虚拟空间里的“红”与“黑”。不难发

现，近些年来，互联网社交应用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方式，交友是其中之一，健康的方式不仅
存在，而且应该鼓励，这恰是“红”的一面。相
反，虚拟社交滋生的浮躁气氛、商业气息，也
让很多人“迷失”，甚至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
渊，诸如色情直播、虚假宣传、网络欺诈等行
为，在很大程度上让互联网空间变得污浊起
来，这便是“黑”的一面。可以说，作为互联网
发展的新生事物，任何一种新尝试都显得与
众不同，但究竟是“红”还是“黑”，不仅要用法
律来明晰，关键在于用好、治好、管好。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家园。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
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
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真正还网络空
间一片晴空，莫让“网上租友”野蛮生长、挑
战底线。

5元“脆皮帽”能保证谁的安全？
安全帽护安全。然而，一些电商平台以及多家建

材市场上，许多商户兜售多款低价劣质安全帽，甚至不
乏一些毫无资质的5元“脆皮”安全帽。这样的安全帽
能保证谁的安全？如果连安全帽都不过关，相关生产
单位又是如何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的？保障工人“头顶”
安全，安全帽是最后屏障，其质量达标是生产厂家和销
售单位必须恪守的底线和红线。

我们当然不能根据一段视频或者一定范围的调
查就贸然否定整个行业的安全情况，但“脆皮”安全帽
的存在和一定数量的销售额却能说明施工安全的“面
子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本身就是对工人安
全生产的巨大隐患，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从“头”做起，决不能流
于形式，浮于表面，对于那些生产销售劣质安全帽的相
关企业及责任人，要坚决打击，别等安全事故发生才想
起反思整顿。 文/徐可 图/佚名

粉丝挤爆机场，节操碎了一地
据新民晚报报道，4月20日晚，上海虹桥机场被

粉丝接机挤爆了！“整个航站楼里都是年轻男女，有的
拿着粉丝牌，有的拿手机拼命拍，一楼和二楼站满了
人！”粉丝嗷嗷叫地拥上去，然后，虹桥机场自动扶梯
玻璃“哗啦”一声被挤爆碎了一地。

说句不客气的话，一个艺人出行如果不是经纪人
或经纪公司有意透漏消息以“人造”场面，哪有许多人
知道艺人哪天出门要去哪里？你以为那些机场挤玻
璃的粉丝都是真粉丝？这是经纪公司花钱买的，以炒
作那些所谓的“粉丝”都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的“明星”，
这种手段已成业界公开的“秘密”。

文/项向荣 图李凡义

通过阅读提升认知能力
随着世界第二十四个读书日到来，读书再次成为

一个受人关注的公共议题。
近年来，图书销售额不断攀升，2018年中国图书

零售市场码洋规模达894亿元，同比增长11.3%，这说
明越来越多的书正在被消费者带回家。但购买书籍或
者拥有书籍本身，并不等于认真看了、消化吸收了。把
书当成一种摆设，书里的世界自然也就擦肩而过。

诗意人生，不应该是空有其表的外壳，而要有“腹
有诗书气自华”的内在，更要有“书卷多情似故人”的精
神体验。为什么要读书？一位网友的回答有意思：看
到美景时，其他人只会说“厉害了”，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时，你却因为心头闪现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而感动。诚如所言，你如今的气质里，藏着你走
过的路、读过的书。书籍不应是任人摆布的装饰品，也
不该是曲高和寡的艺术品，而要成为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的日用品。

“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说到底，在一个知
识快速迭代、信息大量过剩的时代，我们正需要通过阅
读来提升认知能力。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很多简单、重复的工作将被
机器取代，每个人都面临着“重新发现自己”的挑战。
一个人不可能终身都依靠某种一成不变的本领，也不
可能只是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而应该不断让自己具有

“算法”所不具备的想象力、判断力与认知能力。这在
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伴随真正的阅读，
我们才能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完成自我刷新。

一位作家说道，“如果有一天，我独自漂流在茫茫
大海上，我会选择一本书为伴”。相信这种陪伴，一定
是透过纸张的心灵对话、超脱言语的灵魂共鸣。不妨
在这个书香四溢的季节，打开一本书，遇见一个新的世
界和自己。 文/盛玉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