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7

打好监管“组合拳”让违法案例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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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一网通账户 满足客户多账户需求
招商银行推出的“一网通账户”，可集中管理多张银行卡，满足客户多账户管理需求。目前，

“一网通账户”支持12家银行借记卡和10家银行信用卡支付，为客户提供真正的便捷支付方式。
客户只需使用本人手机号码即可注册一网通账户，无论客户有几张卡，来自多个不同的银行，
都可以通过一网通账户进行统一管理，不限制关联卡数量，从此账户一目了然，成为客户的实
用“卡包”。

目前，招行一网通账户可支持的生活缴费项目有：限时特惠、游戏充值、电影票、火车票&汽
车票、挂号就医、汽车街、交通罚款、车险投保、大麦演出票等，招行一网通网上支付还将持续完
善，纳入其他生活缴费项目，为客户提供更多便利。

持卡客户开通招行一网通网上支付功能， 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
银行，按照注册一网通账户，添加银行卡，开通支付功能等步骤操作，
客户可赴招行呼和浩特分行各营业网点开通该项业务。 在6月30日
前， 首次开通招行一网通账户的客户可至招行领取行庆30周年纪念
包1份，包括“摩拜单车1个月免费骑行券”、“1个月芒果TV会员”、“1张
价值60元的魔漫相机订制手机壳优惠券”、“10元话费抵扣券”、“20元
掌上商城券”、“25元饭票抵扣券”、“25元影票抵扣券”。

申请一网通账户可扫描此二维码

最近有网友爆出，在
济南王府池子附近， 一名
乞讨人员拿着一个筐子，
上面有一张二维码照片。
网友惊呼， 现在乞讨人员
都信息化， 可以微信支付
了，太不可思议了。

曾经有一句很经典的
话：遇到要饭的，你就给他
点钱；而遇到要钱的，你就
给他点饭。 这句话看似是
个悖论， 但实际上很有道
理，因为真正要饭的乞丐，

说明其生活确实难以为
继， 需要舍弃个人尊严来
换取活下去的希望。 而凡
是要钱不要饭的， 则是把
乞讨当成了谋生， 甚至是
发家致富的手段， 其背后
是不劳而获的思维。

“二维码乞丐” 的出
现， 终究还是一种不劳而
获。而在网友们看来，既然
都能用得上二维码乞讨，
说明其有能力配备智能
手机， 有能力支付话费、
流量费，这哪里还用得着
乞讨为生？但是对于职业

乞丐而言，如何能够要到
更多的钱，才是他们唯一
要考虑的事情，不是经常
有人以“没有零钱”为由
拒绝施舍嘛，现在我让你
扫码付钱， 看你还有什么
理由。

不管怎么说， 职业乞
讨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
现象，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其倡导和宣扬了一种不劳
而获的价值观， 尤其是那
些以弄虚作假的手段博取
同情的做法， 已经算得上
是一种欺骗。

据报道，16日上午，环
保部督察组在对山东绿杰
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检
查执法时受阻。 企业负责
人王某不仅拒绝检查，还
将大门紧锁， 扣留执法人
员超过一个小时。 直到公
安机关到场后， 执法人员
才得以离开。

新闻中有两个细节值
得关注。一个是，济南市历
城区环保局调研员马吉江
告诉记者，该企业的锅炉没
有环保手续， 不被允许使
用，但“以前检查中没有发
现到”。另一个是，记者现场

走访发现，该企业竟然曾获
得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授予的“2007年度山东省
环保产业骨干企业” 称号，
还多次被评为节能减排示
范单位。

一家以环保节能锅炉
为主打产品的企业，竟然
成了一家严重污染的企
业。并且，此种污染在地
方的治理中并未发现。与
此同时， 它还成了当地节
能减排的示范单位。试问，
这是怎样的颠倒与错乱。
那么是不是可以推导出，
正是因为地方环保部门的
不作为， 导致了这家污染
企业竟然连连获得环保荣

誉。 而这些环保荣誉的存
在，让企业负责人对任何的
环保检查都产生不予理睬
的傲慢，包括环保部督察组
在内？

或者也可以说， 这家
涉事企业“扣押环保部督
察组”的狂妄，更多来自于
当地长期以来的环保治理
疲软， 甚至是对污染企业
的刻意包庇态度。 当污染
被习惯性无视， 当污染生
产并不影响“节能减排示
范单位”等荣誉的获取，那
么企业主自然不会把所谓
的环保部督察组放在眼
里， 自然就会狂妄地把大
门紧锁。

近日，江西省上饶市政
府发布了一则《上饶市人民
政府关于取消徐裕龙同志
试任职务的通知》 消息。根
据内容显示： 经组织考察，
试用不合格，决定取消徐裕
龙同志试任的玉山县工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按试用期任职前职级管理。
官员试用不合格，被取消时
任职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罗瑞明评论说： 干部
试任职务是考验干部的一
种方式。试用本身就带有不
确定性，也许能转正，也许
不能转正，对不能胜任者予

以取消试任职务， 是这一
制度安排的题中之意。

对于试用期间不合格
的干部，考虑到面子问题，
还是让他转正， 这是对民
众的不负责任。 干部试用
不合格取消职务， 有关部
门就应该这样理直气壮地
施行，不应顾虑太多。

在第22个“世界读书
日” 来临之际，4月17日，
66265部队举办了“世界读
书日·书香满军营”活动，内
蒙古新华图书发行集团向
官兵们赠送了800余册图
书，极大地丰富了军营文化
生活， 也为官兵们营造进
取、 学习成才的浓厚氛围。
（4月18日《北方新报》）

不仅军人要读书，全
社会人人都要爱读书、读
好书，尤其是青年。莎士比

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书
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
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
没有翅膀。”阅读对人成长
的影响是巨大的，“腹有诗
书气自华”，一本好书往往
能改变人的一生。 一个人
的精神发育史， 是他本人
的阅读史； 一个民族的精
神境界， 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全民读书的质和量。

应当看到，当下，由于
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的
普及， 许多年轻人好长时
间没有认真地、系统地、细

致地读一本书了。 倡导人
人爱读书、 读好书已经到
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今天，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
社会的时代任务， 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需要营造一个
书香浓郁的社会， 阅读作
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力量是
不可取代的。 崇尚读书，才
能让民族的发展保持旺盛
生命活力。青年作为未来主
人翁，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
的中坚力量，其阅读水平事
关祖国未来、 民族兴衰，一
定要长期坚持不懈。

4月17日，呼和浩特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社
会公布了3月份10起食品
药品违法典型案例。（4月
18日《北方新报》）

10起食品药品违法

典型案例触目惊心，既暴
露了不法商家“迫害”消
费者的肆无忌惮，也窥见
到消费者“维权难”之一
斑。

让这些违法案例销声
匿迹， 寄望于商家的良心
发现和自律“觉醒”，恐怕

无济于事。 面对各种各样
的消费陷阱， 消费者必须
时刻扎紧思想篱笆， 练就
“火眼金睛”， 并不断将自
己的“防卫攻略”版本升级
下去， 敢于拿起法律武器
较真、维权。

更为重要的是， 典型

案例应成为日常监管案
照。工商、质监、卫生等职
能部门必须不断适应消
费新情况，练就执法新本
领，打好监管“组合拳”。
一方面要形成合力，无缝
衔接，在齐抓共管中“权
随事设、责随事定、人随

事走”； 另一方面要创新
机制、严惩不贷，化被动
为主动， 变打击为防范，
尤其是面对不法商家的

“道高一尺”，不仅应从技
术规范、标准提升等层面

“魔高一丈”，也要在教育
引导、 消费警示等方面

“防患未然”。只要职能部
门“在其位、谋其政”，曝
光处罚“精准够狠”，源头
管理“共治到位”，消费者
就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无
微不至的呵护，这也是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
好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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