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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玩跨界别过界
■ 杨玉龙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2007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1%
的受访者买过国产老字号的跨界产品，60.9%的
受访者觉得老字号的跨界产品有新意、有趣味，
59.1%的受访者建议老字号应多注重产品质量，
不要盲目追求一时热度。

传统奶糖品牌研发了润唇膏，牛奶饮料品牌
推出了钙奶月饼，白酒品牌做香水……这些老字
号走跨界之路，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之举。
应该认识到，即便是老字号也不应该忽视创新对
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也不难发现，跨界发展为老
字号品牌注入更多生机和活力，捕获了不少年轻
人的心。

老字号玩跨界是顺应时代与市场的有益
尝试，但跨界也不能“过界”，或者说不能忘
了守正。此次调查显示出消费者对老字号玩
跨界的期盼——59.1%受访者建议老字号注
重产品质量，不盲目追求一时热度。的确如
此，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就
只能沦为噱头营销，即便偶尔出了“爆款”也
只能昙花一现。

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与跨界，才能留住老
字号之魂。这是简单不过的道理。尤其是，在
网络时代，没有底蕴与灵魂支撑的“网红”，难以
实现“持久红”。“短命网红”能够吸睛吸金一时，
但终究是一种短视经营，不足为道。更何况，消
费者追求的终归是消费品质，跨界无边界，难免
会让人觉得品牌定位比较随意，显得不够正宗
可靠。

老字号要想在跨界中出彩又不“过界”，除去
自身努力，也需要各级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方
面，国内一些地方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广州
市2017年出台了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其中提出要通过“老字号+互联网”融合发
展推进老字号经营模式创新。再如，四川省今年
成立首个促进“老字号”发展平台，联手天猫，通
过新零售模式让“老字号”成为新“网红”。

有专家指出：对于老字号来说，长期发展的
一个根本逻辑就是做好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平衡，
既要把老字号的品牌遗产传承下去，又要瞄准当
下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者产生更紧密的联系。诚
如其言，老字号审时度势、守正创新，既善于跨界
又谨防“过界”，将持续焕发光彩。

如今，“消毒餐具”已成为众多餐
馆的标配，但卫生状况却堪忧。连日
来，记者走访海口多家消毒餐具厂，
发现诸多乱象。比如，包装没有打上
生产日期，打包工人不戴帽子口罩，
生产车间无隔离措施，操作间内污水
横流。（8月22日《南国都市报》）

俗话说，病从口入。消毒餐具作
为盛放食物的器皿，关乎“舌尖上的
安全”，卫生不达标，直接影响人体健
康。追溯消毒餐具的诞生，其集中回
收、统一清洗消毒的机制，不仅专业
高效，而且经济环保。正是因为这些
优势，消毒餐具行业才得以兴旺。但
那些留着残渍污迹、散发不明味道的
消毒碗筷，让所谓的“消毒餐具”简直
成了一个谎言。这类问题餐具的存
在，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和
公共利益，对行业而言也无异于“自
绝后路”。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环
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的发展。

其实，《食品安全法》《餐具、饮具
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工作规

范》等法律法规，早已明确餐具、饮具
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用水和使用的洗涤
剂、消毒剂，应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和其他国家标准、卫生规范；餐
具、饮具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应当
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消毒后的餐具、饮
具应当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及使用期
限等内容。这些规定是守护“舌尖上
的安全”的基本保障，但光有规定并不
足以震慑违规企业，还须监管发力、行
业自律、消费者共同监督。

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让“消毒
餐具”名副其实。首先，从生产环节
来看，消毒餐具企业应本着遵纪守
法、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完善餐具
清洗、消毒制度，规范清洗、消毒工作
流程，做好餐具洗消人员的管理和培
训，确保餐具、饮具卫生达标。其次，
从监管层面来看，相关部门应严肃执
法，对不达标的消毒餐具企业“零容
忍”，予以严厉打击，并建立“黑名单”
制度，让违法违规企业无处遁形。与
此同时，消费者应加强维权意识，遇
到问题餐具，主动向监管部门举报，
堵住监管盲区的“漏网之鱼”。

消毒餐具应名副其实
■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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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行，红灯停”，规则人人都知
道，却不是人人都能遵守。近日，南国
都市报、南海网等媒体报道，海口市金
龙路与玉沙路路口，摄像头抓拍到非
机动车、行人闯红灯的违法行为，7个
月有2万多起，平均每天100多起。在
海口，像金龙路口这样红灯“失守”的
路段还有不少。如一个月前也有媒体
报道，在府城多个路段的十字路口，由
于高峰期拥堵，“电单侠”经常集体违
章，现场协管人员都无法阻拦。

分析非机动车驾驶者、行人乱闯红
灯的心理，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

众心理，一人带头，大家一起闯；一方面
是觉得闯了也无所谓，“又不罚钱又不

‘站岗’，大屏幕曝光对我没什么影响。”
这两种心态，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这
些人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认为闯红灯不
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损失。而这种侥幸
心理的存在，也说明了交通管理部门在
规范非机动车和行人出行这一块，工
作做得还不到位。道理很简单，同样
是在十字路口，机动车驾驶员在面对
红灯时，就很少有上述侥幸心理，因为
海口交警对机动车闯红灯的惩罚是很
严格的，不仅罚款200元记6分，每月
还会曝光车牌号。

正是由于这种侥幸心理，近年来
由于电动车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的数

量连连攀升。今年一季度，海口电动
车事故总数541 起，其中死亡事故13
起，而事故原因最多的就是闯红灯。
红灯作为一种交通信号，是一条交通
安全的“红线”，也是交通安全的底
线。非机动车、行人乱闯红灯现象严
重，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非常大，亟
需加大管理力度。

其实，海口多年来在规范非机动
车 文 明 出 行 方 面 做 了 很 多 工 作 。
2014 年3月，海口明确规定行人与非
机动车闯红灯罚款 50 元，其间也曾
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017 年 8
月，海口交警在多个路段启用闯红灯
人脸识别系统，专门对闯红灯的行人
和非机动车进行抓拍曝光，并将抓拍

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录入系
统。今年 5 月，海口出台《2019 年电
动自行车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提出
年内将实现电动车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与个人征信挂钩。

然而，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行为
还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在设有闯红灯
人脸识别系统的金龙路口，闯红灯的人
数仍然这么多，实在令人咋舌。可见，
海口整治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行为，
不缺制度，也不缺设备，缺的是严格的
执行。既然可以将非机动车和行人的
交通违法行为录入系统，为何不进一
步，按照相关法规，对这些违法行为人
该罚款的罚款，该“站岗”的“站岗”？甚
至还可以更进一步，直接试行将闯红灯

者的个人信息接入交警大数据平台，记
入个人征信系统，对多次闯红灯的非机
动车主或行为直接计入失信档案。相
信如此一来，就鲜有人觉得闯红灯“没
什么影响”了。

文明出行习惯的养成，既有赖于
市民提高规则意识，也需要一定的强
制手段来促成。对非机动车和行人乱
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不能因
其人数众多而有所姑息，纵容他们的
侥幸心理，助长他们的违法行为；也不
能搞运动式执法。应该像管理机动车
一样，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行为
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发现一起，处理
一起，用严格的执法手段，刹住机动
车、行人乱闯红灯的歪风。

红灯“失守”是管理缺位
■ 魏燕

@人民日报：守住法律弦，拒当
路怒族。近日，北京市东城区公交车
司机张某和小客车司机夏某，因变道
并线问题，多次互相强行别车，结果双
双被警方刑拘。互相强行别车，是拿
自己生命开玩笑，更是视路人和乘客
生命为儿戏！开斗气车，斗不出子丑
寅卯，斗来斗去只会两败俱伤，把自己
斗进牢房。

@光明日报：运营商否认 4G 降
速：技术的根本还在于用户体验。于用
户来说，关注点或许不在描述上的炫
技，而在最基本的“卡不卡”这种体验本
身。这种普通用户的体验与权益，就是
新技术最该重视的首要考量。如果“牺
牲”4G用户的体验，来为5G铺路，这从
商业伦理来说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中国青年报：“饭圈”乱象令人
担忧。最近，在华活动的海外歌手迪
玛希的一批粉丝，在网上控诉作为“饭
圈”活动组织者的迪玛希后援会涉嫌
集资诈骗153万元。任何事一旦形成

“圈子”，都很容易滋生乱象。多数“饭
圈”活动的普通参与者都是年轻的在
校学生，而站在“饭圈”金字塔顶从事
组织工作的，则基本都是具有社会经
验的成年人。普通粉丝的情感冲动，
因此很容易被人操弄、利用。

（张辑）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要
求从2020年1月1日起，保健食品
标签要醒目标注警示用语、规范保
质期标注方式。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
药物治病，这是常识。然而，有些
商家非但不理这个茬，甚至还将保
健食品当药物宣传、销售，让一些
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误以为买到了
治病良方，却不知掉进了“温柔陷
阱”，挨了“温柔一刀”。之所以出
现这种乱象，归根到底是保健食品

广告宣传缺乏严格规范。如今，主
管部门细化规则，拨乱反正，值得
点赞。

也应看到，乱象不是一日“炼”
成的，因而也非出台一些规范就可
以一揽子解决。毕竟，徒法不足以
自行，强化执行至关重要。这正是：

牟利睁眼说瞎话，
保健食品当药夸；
细化标准从严管，
执法力度须加大。

（图/朱慧卿 文/张永生）

戴上金箍常念咒

海南将推滚动年报制度 五大改革便利商事主体
为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标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便利

商事主体自主年报，降低年报成本，有效解决集中年报的拥堵问题，实现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构建长效常态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近日出台《商事主体滚动年报规定》，明确自今年10月1日起，在全省推行滚动年报制度。

商事主体可自主选择年报时间和自主更正年报信息，休眠期间免于报送年报，商事登记联络员可通过
多种方式报送年报，年报信息与报送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相同时无需再自行填报。

01 |

自主选时间

02 |

休眠免年报

03
自主改信息

| 05
数据可共享

| 04
联络员进库

五大改革当前
商事主体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

月30日公示上一年度年度报告。

改革后
商事主体自成立日期至周年日期

间可任意选择一日作为申报日，自申
报日之日起两个月内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以下简称“公
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未
选择申报日的，自成立周年之日起两
个月内报送年度报告。自行确定申报
日的，须满5年后方可申请变更。股
份有限公司和海关管理企业不实行滚
动年报。

当前
商事主体在填报年度报告内容

时，要逐项录入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
额、纳税总额等多项信息，其中有些信
息要分别向税务、社保等相关职能部
门填报。

改革后
建立健全市场监管部门与税务、

社保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年报数据共享
机制，建设并逐步畅通数据共享渠道，
减化商事主体年报填报事项。

当前
商事主体不开展经营活动的也要填报年报信息并公示。

改革后
商事主体暂不开展经营活动的，可以通过公示系统申报休

眠，并向社会公示，休眠期间免于报送年度报告；决定重新开展经
营活动的，应当通过公示系统申报恢复经营状态，正常报送年度
报告。商事主体应当如实公示休眠信息。

当前
商事主体设有年报联络员负责年报信息的公示，年报联络员

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登录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

改革后
以商事主体登记注册业务系统中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指

定联系人的联系电话为基础，结合相关职能部门共享的联系人信
息，建立商事登记联络员信息库。商事登记联络员可通过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网站、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方式登录公示系统报送年
度报告。

当前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更正应当在每年6月30日之前完成，

之后年报公示信息不能再更改。

改革后
商事主体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或者信息发生变化需要

重新公示的，应当及时更正。更正前后的信息应当同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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