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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离岸和
在岸价格均突破“7”这一整数关口。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近十二年来首次突破

“7”，这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更有弹性
的表现。宏观经济及外汇市场运行等各
方面情况表明，我国有能力保持汇率的
稳定。

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是市场供
需博弈的结果。市场化形成的汇率必然有
波动，正因如此，汇率的价格机制才能发
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成为市场
的“晴雨表”和“信号灯”。

过去十几年间，我国积极推动汇率市
场化改革，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
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由此而言，“7”这样一个整数点
位不应该被视为“禁区”，而更应该被视
为早晚要打破和丢掉的“枷锁”。

应当看到，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
受外部环境影响，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
此番人民币汇率突破“7”，受到外部单边
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
税预期等影响，也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
波动的真实反映。

人民币汇率破“7”并不可怕，我们
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汇市
场稳定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稳定，经济
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增强。今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6.3%，经

济运行始终在合理区间。其次，截至今年
6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192 亿美
元，居全球第一位，而且各项外债指标均
在国际公认安全线以内，能够有效应对来
自国际市场的冲击。第三，我国积极落实
全方位对外开放举措，在经济结构调整中
迸发出新的前行动力，宏观杠杆率保持基
本稳定，财政状况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
控。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
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所言，今年以来，
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外资本流入
增多，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外汇市场预
期总体稳定。“经济金融稳健运行，为外
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合理稳定提供
有力支撑。”

8月4日，江苏丰县女教师李秀娟在网
络发“绝笔信”称，因女儿失明欲前往北京
看病，遭当地有关方面不公正对待。8月5
日晚，江苏丰县发布情况通报，对“绝笔信
事件”进行回应。

通报称，城东派出所在对李秀娟传
唤、审查过程中，未发现有殴打、辱骂行
为。但是，这不像是最终结论。因为通报同
时表示，下一步，联合调查组将对李秀娟
反映执法民警对其殴打、辱骂行为进行深
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面对李秀娟的指控，丰县公安局城东
派出所副所长罗烈回应称，当时系依法传
唤，并回顾了传唤场景。罗烈表示，他已经将

“所有证据”上交给调查组。遗憾的是，因为
警方的原因，与这次执法相关的证据存在缺
失状况。罗烈承认，将李秀娟从家中带走时，

由于执法记录仪没电，部分画面缺失，“正常
情况是把人带到所里录制才结束，但客观原
因是我的执法记录仪没有电了。”

据此，可以认定这次执法在程序上有
“不正常”现象，罗烈在媒体面前铿锵有力
的辩解也因此失去了说服力。很多人质疑，
执法记录仪究竟是“没电”了，还是“选择性
失明”了。

如此质疑，并非吹毛求疵。在此事件之
前，不少地方都曾因执法记录仪“没电”引
发舆情。日前，一名义乌男子逃避查酒驾坠
楼身亡，其家属也对执法记录仪“没电”和

“关机”问题提出质疑。虽然联合调查组经
法医初检和调取监控视频侦查得出，执勤
人员全程未与死者有过肢体接触，但是舆
论场上的疑云并没有因此迅速消散。

有了执法记录仪，用好是关键。通常而

言，执法记录仪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就是
要确保执法记录全程不间断。而城东派出
所在传唤李秀娟的短暂过程中竟然出现执
法记录仪“没电”的情况，即使没有人为“做
手脚”，也应该认定为严重的执法过错，如
果是为掩饰失误和过错而剪辑执法记录，
性质更加恶劣，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严惩。

“绝笔信事件”引发巨大舆情，丰县政
府明确表示“欢迎社会各界和媒体监督”，
随后公众及时看到了涉事警察、当事女教
师和教体局官员的公开回应，也看到了丰
县公开透明回应舆情的诚意。但是，警方的
执法记录仪“没电”为整个事件的处理带来
不小的难度，也会影响到最终结论的公信
力和权威性。希望当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执法记录仪“没电”的问题，核实真伪，这也
许是能否平息“绝笔信事件”的关键所在。

近日，“童模三伏天穿羽绒服在上海
外滩拍广告”事件引发不小争议。的确，
孩子不一定要“锁”在保温箱里，不过童
模毕竟都是未成年人，关注和关心他们的
健康成长，是每个成年人的本分，也是全
社会的责任，不能因是谁的“自家事”就
漠然对待。

三伏天的中午，让七八岁的孩子顶着
炎炎烈日拍摄冬装照，很多网友心疼，天
气这么热，孩子怎么受得了。更有网友质
疑，一些父母让孩子当童模，是为了赚
钱。我们愿意相信，多数家长让孩子去当
模特，包括商拍、走秀，出发点都是为了
让他们体验生活、开阔眼界、培养自信，
将来有好的前程。磨炼和呵护同样是孩子
成长的营养剂，从这个角度来说，酷热天
气下坚持拍摄也是一种锻炼。

但无论如何，让孩子高温下穿着羽绒
服凹造型，首先，应该遵从孩子自己的意

愿，不能单纯谁的孩子谁做主。其次，要
在孩子能承受的身心压力范围之内，合理
增加负荷。第三，长期置身镁光灯与掌声
的包围之中，要对孩子做好心理辅导，防
止早熟、优越感爆棚等苗头，千万不可让
所谓“事业”耽误了学业。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和
童装产业日益火热，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
童模行列，不少人甚至背负着实现“童星
梦”或改写家庭命运的期望。今年 4 月，
3 岁童模妞妞拍照过程中被其母亲脚踹
的视频引发众怒，“童模”这个群体以让
人心疼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儿童不具
备完全行为能力，很难完善表达自己的
需求，也难以拒绝监护人的要求，于是
童模们本该天真烂漫的童年遭遇商业利
益“绑架”。如果听任童模行业野蛮生
长，摧毁的可能就是成百上千个“妞妞
们”的童年。

虽然绝对数量看似有限，但童模群体
的权益保护已刻不容缓。浙江杭州检察机
关牵头推动建立童模保护机制，于5月7
日出台《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意见》，首次对童模行业中存
在的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规
范。除对殴打、谩骂等虐待方式“亮红
牌”外，《意见》还特别明确，在童模活
动中，不得利用不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人
作为广告代言人，且不得连续使用童模
等。同时对童模的着装和动作行为也作出
详细要求，不符合年龄、有违公序良俗的
服饰、动作、行为等均在严禁之列。

事实上，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广
告法》和《劳动法》中，对未成年人从事
商业活动也均有相关保护规定。未来，随
着各项规定的不断完善和落实到位，对未
成年人保护的栅栏必将越织越密，真正成
为保护儿童权益的 “牙齿”。

信心如磐 破“7”无妨

不能听任童模行业野蛮生长

执法记录仪“没电”,有关部门不能“无感”

“不收手”的顶风补课该咋治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中小学校利用寒暑

假组织集体补课，禁止在职教师校外有偿补课，禁
止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标教学，然而记者调查发
现，违规补课依然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补课风
气依然盛行不衰。

一天9节课的暑期课表、暑假营收百万的在职
教师、光明正大提前教学的线上培训……如此“丧
心病狂”的顶风补课，如果没有从严从重处理相关
责任人、相关机构禁入等罚单伺候，三令五申还有
制度的威慑吗？这里大概有两个维度需要反思：一
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究竟有没有摆正“成绩GDP”和
合规教学之间的关系？比如辖区内的暑期违规补课
乱象，相关部门难道不要承担连带责任吗？二是市
场执法主体，对于线上线下培训机构堂而皇之地“顶
风作案”，能否考虑“终身拉黑”？毛毛雨般的罚款是
没用的，某些私下保护、暗中勾结的做派更是可耻
的，公共治理跟得上“互联网+”的步伐，那些“顶风作
案者”才会少些嚣张。 （邓海建）

近日，杭州萧山警方联合邮政部门对
当地一家快递公司开出了一张 10 万元的
罚单。这是今年以来杭州全市范围内对寄
递行业开出的第一张反恐罚单。

原来，萧山警方近期联合区邮政管理
局开展了寄递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在行动
过程中发现中通快递下属某公司员工不仅
存在未落实开箱验视、实名收寄等违法收
寄问题，而且这家快递公司未在邮政部门
审批登记，属于无证经营，并存在跨区域取
件等违规操作。7月24日，邮政部门依法
对其开出反恐罚单，同时对公司负责人作
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

这 10 万块钱买的是一个教训和警
示。随着网购经济兴起，国内快递行业取
得高速发展，快递业务量突飞猛涨。快递
业务是市场活跃程度的表现，是社会生活
繁荣的反映。但也要看到，每天这么大量

的快递在国内各地流动，也会存在一定的
安全问题。所以，快递员在揽件时能真正
落实“开箱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
安全制度，就相当于把住了安全的第一道
关口。如果在这个关口失守，也就意味着
放手让不安全因素进入寄递环节。这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魔鬼就藏在细节之中。尽管绝大多数
快递件都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但相关制
度需要严防死守的正是那少数的危险品。
快递员收揽件时不开箱验视，后果不堪设
想。2013 年发生在山东的一起夺命快递
事件，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当年，一名父亲
为11岁的女儿在网上挑了一双童靴，当快
递送到父亲手中时，由于混在普通快件中
的有毒化学液体氟乙酸甲酯在投递过程中
泄漏，导致父亲中毒抢救无效死亡。事后
反思，这起不该发生的悲剧，正是因为揽件

方不验视等因素造成的。
所以别看邮政部门开出的只是一张罚

单，这是在提醒快递从业人员切身履行责
任，把好快递安全关。据相关法规规定，货
运、邮政、快递等物流单位未实行安全查验
制度，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者未依照规
定对运输、寄递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
封验视的，由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现在是罚款，万一遇上安
全事故，那可能就不是罚款所能解决的问
题，不长记性怎么行？

都说现如今快递员很忙很累，但是
再忙再累，该有的安全检验环节不能
省。如果每天稀里糊涂、马马虎虎地收
件送件，这送的可能不是快递，而是公
众的切身安全。安全不仅是快递行业
的立身之本，更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
基础，岂容马虎了事？

十万罚单，但愿能买个教训

维护网络空间清爽
“小红书们”责无旁贷

近日，“小红书APP被各大应用市场下架”成为
热议话题，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互联网内容平台能
否让网民放心使用的探讨。事实上，管理部门对网
络空间的内容整治一直紧抓不懈，“清朗”“网剑”“剑
网”“网上扫黄打非”等专项行动连绵不绝。

无论什么样的互联网平台，无论什么样的新业
态新模式，传播违反法律规定和有损道德底线的内
容，都必须严肃整治。社交电商平台的“种草”模式
带来巨大流量与收益，不少视频、博客平台纷纷模仿
跟进。而此次小红书的下架，无疑为简单粗暴的“种
草”模式敲响了警钟。

时至今日，各大APP是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主
要载体，一方面联系着动辄数亿的用户，一方面传播着
海量的信息。能量越大，责任越重，维护网络空间清爽，
各APP责无旁贷。在整治期间，很多影响颇大的APP被
纷纷下架。从分享美好生活的初衷出发，却在流量的左
右下驶向歧途的“小红书”被下架，实属自作自受。

近年来，知乎等平台均因内容管理不力受到过
相关处罚，这些平台活跃用户数大多已经破亿，暴露
的问题涉及传播非法信息、发布违法广告、涉嫌虚假
低俗内容等。然而，“种草神器”小红书并没有引以为
戒。据媒体报道，小红书下架主要涉及发布虚假广
告、售卖违规产品等问题。比如：商家付费后，产品无
论是否进行过测评都能上“种草笔记”；笔记找人代
写，数据公然造假；名为“种草笔记”，实则虚假广告，
其中还被发现有9万多篇烟草软文。此外，大量的违
禁药品、高仿假货等在平台售卖。如今的小红书，可
谓是打着所谓“精致生活”的旗号，实则满屏皆是炫
富内容，某种程度而言扭曲了青年人的价值观。

2019年5月，小红书对外公布用户量超过2.5
亿，社区每日产生30亿次的图文、短视频内容曝
光。从内容接收者到内容传播者，海量的内容给小
红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但是，用户不能肆无
忌惮随意发布，平台也不能装作看不见。未来社交
电商的健康发展不能只依赖于网红和流量，只顾“种
草”、不顾后果的推广是短视的饮鸩止渴，也会把平
台拉下水。

重视网络生态，才能助力产业健康发展，从而
让用户体验到更多更好的服务。平台自身进一步
加强合规管理、完善风控机制、承担社会责任，致力
于健康有序的网络内容生态维护，才是长久发展之
道。希望小红书等被下架整改的APP平台，能深刻
吸取教训，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把好内容生产关口，
真正使自己成为“受用户信任”的公司。 （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