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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如何消杀？配送是否规范？收件怎样防护？

三问疫情防控下的快递安全
在这个倡导“就地过年”的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快递业比以往更加忙碌；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内

多地出现散发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快递安全更加受人关注。眼下，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陆续启幕，今
年快递业首个“小高潮”悄然到来。连日来，记者深入多个快递站点，跟随快递员配送货品，对快递运输
配送安全问题以及收件防护情况进行探访。

系统存在不少漏洞 实名制形同虚设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防了个寂寞”？

目前，各地纷纷开启寒假模式，不少家长
希望通过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控制孩子上网的
时长。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
推动下，由各主要游戏、视频、直播等网络平台
推行的软件系统。进入“青少年模式”后，用户
的使用时段、在线时长、服务功能等会受到限
制，且只能访问青少年专属内容池。

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这类系统存
在不少漏洞，实名制形同虚设，有的孩子甚至
在网上随便找个身份证号码就顺利登录了。
此外，网上还流传各种几十块钱的攻略，轻松
破解系统限制。一些家长戏称，防沉迷系统
“防了个寂寞”。

“经过重点防疫区域的快递也不必担心”

快递物流信息服务商“快递100”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启幕
后，快递查询量单日峰值超过3.5亿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快递
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5%；顺丰公司数据显示，1月20日“腊八节”开
始，顺丰快递量较平日增长两到三成，电商类快递增长明显。

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内多地出现散发疫情背景下，快递
运输配送安全备受关注。在国际邮件方面，中国邮政相关负责人
介绍，邮政对所有国际邮件在进出口运输环节进行消杀，对邮袋
和运载工具分别进行喷淋及紫外线照射消杀。

“国际邮件到达后，首先在机场装车时进行消杀，在进入处理
中心前进行二次消杀。”北京邮政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国际场地负责
人谭涛介绍，邮件经履带进入场地后，分批经过专用通道到达国际
邮件开拆区，在通风位置静置6小时后，工作人员将邮袋拆开，对拆
出的每个小包裹再次消毒，才能进入海关查验等后续流程。

记者在顺丰北京汉光百货营业部看到，站点快递量明显增加，
且多为干果、营养品、酒水等年货以及米、面、手纸等生活物资。

来自国内疫情地区的快递是否安全？顺丰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快递送达客户前至少经过4道消杀程序，经过重点防疫
区域的快递也不必担心。”

针对国内部分地区疫情散发的特殊情况，顺丰采取更严格
防疫措施，对每班次进出港快递进行全面消杀：场地、车辆每两
小时消杀一次，快递到港后先进行车厢消杀，卸车后再内外消杀
一次，联系客户派送快递前还会消杀。

“不仅让用户放心，配送员自己也安心”

记者了解到，今年除邮政、顺丰、京东物流、苏宁物流继
续保持春节正常运营外，中通、圆通、韵达、申通、百世、德邦
等快递企业也宣布“春节不打烊”，并从网络、运力、人员、客
服等方面做好保障。

京东集团副总裁曾晨介绍，京东物流今年将扩大运营
保障范围。即使除夕至大年初三，消费者也可在全国近
300个城市、1500个区县正常下单收货。

运力有保障，配送环节安全有保障吗？记者在京东物
流北京百荣片区角门营业部了解到，站点人员严格落实体
温监测程序并查看绿码，一些快递员不仅要对配送车辆车
厢进行消毒，还随车配备酒精喷壶，送达客户前对快递再次
消毒。“做好防疫消杀，不仅让用户放心，配送员自己也安
心。”站长孙思兵说。

在国内重点防疫地区，快递收发也在有序进行。例如，
申通快递在石家庄的20多个网点、近300名一线快递员都
在正常配送。所有人员上岗需佩戴口罩、护目镜、手套，并
随身携带酒精、消毒液等。

“我们制定了防疫知识手册，让每位快递员都能安全、
规范配送。圆通在哈尔滨的快递员平均每五到七天做一次
核酸检测。”圆通黑龙江省区办公室主任王洋说，当地出现
疫情后，消费者更加依赖网络购买日常消费品，我们一定做
好服务，保障安全。

“筑牢疫情防线，保障快递收发安全可靠”

记者跟随京东物流小哥张献龙为北京客户配送快递时发
现，客户接收快递时个人防护程度不一。有客户主动要求将
包裹放入快递柜，希望非接触式配送，也有客户室内接收快递
却不佩戴口罩。记者随机询问，接收快递后是否及时洗手？
一些客户坦言，“不是每次都洗”“有时会忘记”“顾不上”等。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提示，消费
者出门取件前应做好个人防护，一定要佩戴口罩，有条件的
可佩戴一次性手套，需当面签收时可自带签字笔。如需在
室内收件，更需提前做好个人防护。

“尽管我们在运输配送环节做好必要消杀，但还是建议
大家在取件期间尽量选择无接触配送并避免人员聚集。”圆
通北京分公司安全生产办公室负责人王义来说，“如果客户
在站点取走快递，建议现场拆开把包装留下，我们进行消毒
处理；如果在家中接收快递，建议客户做好垃圾分类，不要
随意丢弃包装。”

王丽萍建议，消费者将快递带回家后，可根据物品种类
选择适当消毒方法进行消毒，或放置在干燥通风处30分
钟。全部完成后，需立即做好手部卫生。

王义来提示，如果客户选择用喷洒酒精的方式消毒，一
定要注意防火安全，在通风环境下进行。“快递企业愿和大
家一道，筑牢疫情防线，保障快递收发安全可靠。”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孔祥鑫 张骁 阳娜 马晓冬）

目前，各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仍然依靠
用户的自主选择，如果没有家长监督，未
成年人完全可不选择此模式。

记者在部分直播平台上体验时发现，
即便在个人资料里填写未成年人的年龄
信息，系统也不会自动跳转青少年模式，
必须手动设定。

记者在部分农村地区采访时看到，由
于父母在外打工，一些青少年由老人照
顾，这些老人连手机操作都不熟悉，更不
知道何为青少年模式。一些放假在家的

学生一旦手机在手，就少有限制，往往沉
迷其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
青少年群体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防
沉迷系统的设置其实违背了企业商业利
益。企业应不断提升社会责任，加大在青少
年防沉迷系统上的技术和资金投入，相关部
门也要加强对企业不规范行为的惩戒。

针对不同平台防沉迷系统各自为政的
问题，熊丙奇建议，政府要推动建立统一的
强制性防沉迷系统，要求各平台系统联网、

信息共享，同时同步处理未成年人的数据，
“比如一个孩子在某个平台上玩到规定时限
后，这一天在其他平台上都不能再玩。”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院副院长王四新表示，社会各界要不断创
新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机制，防范
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行为，防止个别
企业和个人对未成年人进行数据和社交
绑架，将其变成围猎的消费对象。

（据新华社太原2月2日电 记者马晓
媛 李紫薇）

记者了解到，虽然相关规定已明确网络
游戏必须实名注册，但不少平台“打折”落实。

很多平台通过第三方账号登录规避
了实名制监管。记者下载了多款热门游
戏、直播、短视频APP，发现大部分都可以
通过微信、微博、QQ等第三方账号登录，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会甄别用户身份。

有的平台虽然要求实名制注册，但只
认身份证不认人。有一些青少年会用家
长的号码登录，有的随意在网上找个身份
证号码就能登录。

此外，很多平台设置的“游客模式”不
需要任何身份验证，为青少年开了“方便
之门”。

记者调查还发现，有的平台重前期准入
轻后期甄别。不少受访青少年告诉记者，一
些平台的准入很严格，必须刷脸，但之后就
不会再查，很多青少年会找成年人帮忙。“有
的找家长，很多是找爷爷奶奶，稀里糊涂就
帮着刷脸认证了。有的会去网上花钱找成
年人代实名。”一名初中生说。

山西省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校一位初中

生告诉记者，在他常玩的一款游戏公告栏上，
常常会有人发帖，请求别人有偿帮忙解除防
沉迷系统，用谐音字就可以避开敏感词审查，
花钱请人刷个脸，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检查。

此外，不同平台各自为政，也让防沉迷
系统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作用。由于缺乏
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不同平台对于青少年模
式下使用时段、受限时长、服务功能的规定
各不相同。不少家长直言，就算所有平台都
设置了青少年模式也没用，“孩子这个玩一
会儿，那个玩一会儿，一整天就过去了。”

黄晴是重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英
语老师，每周末给初中生上课。她发现，
一下课孩子们就聚在一起玩手机游戏，热
火朝天。“防沉迷系统压根啥也防不住，这
么长时间，还没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防沉
迷系统不能玩游戏的。”黄晴说。

记者采访发现，这一被广大家长寄予厚
望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在迷恋网络的青少
年眼中形同虚设。对于这一系统带来的影
响，很多未成年人十分淡定：“要想绕开那个

系统很容易。时间到了先退出登录，再打开
用游客模式玩，基本没什么限制。”

“现在女生玩装扮类和养成类的游戏
比较多，虽然都需要实名认证，但我用妈
妈的微信就能登录。很多游戏都是这样，
微信、QQ登录以后就不会再问其他信息
了，默认你是成年人。还有很多网页上的
小游戏不需要注册登录，直接玩。”

“很多游戏要用身份证登录，但不需
要人脸识别，有的同学甚至在网上随便找

一个通缉犯的信息，把其身份证号输进去
就可以玩了。”

记者调查发现，“如何破解青少年防
沉迷系统”还成为各大搜索引擎的热搜
词。记者在多个搜索引擎和视频网站上
搜索“防沉迷系统”，出现了大量破解攻
略。搜索引擎还会推送售卖破解防沉迷
系统的网站和软件。在一个“解除防沉迷
网站”上，一个破解防沉迷系统的商品价
值为60元。

网上找个通缉犯的身份证号就能登录，花60元买攻略破解限制

平台“打折”落实注册实名制

警惕企业对未成年人进行数据和社交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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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王书金被执行死刑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2日电 经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并下达执行死刑命令，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
法院2日对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罪犯王书金执
行了死刑。执行死刑前，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通知王书金近亲属会见，但其近亲属拒绝会见。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被告人王书金有以下
犯罪事实：1。 1993年11月29日上午，王书金在
河北省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至泊头村之间王
封干渠桥北侧将途经此处的被害人张某甲挟持至附
近一变压器房南侧实施奸淫，后恐罪行败露而采取
掐颈、腰带勒颈手段致张某甲死亡，并将尸体掩埋。
2.1994年11月21日上午，王书金在广平县十里铺
乡泊头村至杜村的路上拦截途经此处的被害人刘某
某，将刘某某掐昏背至附近一水垄沟内实施奸淫，后
恐罪行败露而采取扼颈、跺胸腹手段致刘某某死亡，
并将尸体掩埋。3.1995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傍晚，
王书金骑自行车在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村东
撞倒被害人张某乙后，将张某乙掐昏抱至附近一麦
秸垛旁实施奸淫，后恐罪行败露而采取扼颈、跺胸腹
手段致张某乙死亡，并将尸体抛入附近玉米地一枯
井内。4.1995年农历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王书金
在广平县十里铺乡闫小寨村东南地拦截骑自行车途
经此处的被害人贾某某并挟持至附近玉米地内实施
奸淫，后恐罪行败露又掐贾某某颈部欲将其杀害，因
贾某某呼救未逞，遂逃离现场。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王书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百香果女孩案凶手
杨光毅被执行死刑

据新华社南宁2月2日电 2021年2月2日，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广西壮
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百香果女孩被
害案”凶手杨光毅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前，钦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告知杨光毅可以申请会见近亲属，
但杨光毅拒绝申请。

杨光毅因犯强奸罪，于2019年7月12日被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杨光毅不服，提出上
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
月25日作出第二审刑事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杨光毅限制
减刑。判决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该案调
卷审查。审查期间，被害人的母亲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出申诉。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
11月3日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广
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再审，于2020
年12月25日作出再审刑事判决，撤销二审判决，
改判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原审被告人杨光毅
为发泄私欲，无视国法，经事先预谋，携带刀具强
行劫持同村幼女杨某某至山上，使用残忍的暴力
手段实施奸淫，致杨某某死亡。杨光毅的犯罪动
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危害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
杨光毅的犯罪行为既违国法，又悖天理，更逆人
情，严重突破国家法律界线，严重挑战伦理道德底
线，严重冲击社会公共安全红线。广西壮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依法应予核准。

北京朝阳医院伤医案
崔振国一审被判死缓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吴文诩）记
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2月2日上
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北京朝
阳医院伤医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崔振国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崔振国因其眼睛治疗
效果未达其预期，对朝阳医院陶勇等诊治医生心生
怨恨，伺机报复。2020年1月20日13时50分许，
崔振国持事先准备的菜刀进入朝阳医院门诊楼七
层，趁正在为患者检查的医生陶勇不备，砍击陶勇
的后脑部、颈项部，后继续追砍陶勇至其他楼层，过
程中又将陶勇手臂砍伤，并先后将阻拦其行凶的其
他三人砍伤。根据陶勇的伤情恢复情况，司法鉴定
机构于2020年11月4日出具鉴定意见，陶勇身体
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另经鉴定，其他三名被害人
身体损伤程度为一人轻伤二级，二人轻微伤。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刘奕湛）记
者2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针对近期较大交通
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将在全国
组织开展拼车包车超员载客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工
作，全力做好重点风险隐患的排查治理。

拼车包车超员载客
违法行为专项治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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