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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生

检测“不打烊”防疫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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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大货车，光有“远离”还不够
■ 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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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报道了山西原平市
第一小学有教师统计学生家庭背
景并划分成“领导子女”“企业老板
子女”等11类一事，引发网友关
注。原平市教科局对此回应称，已
责成涉事学校纠正错误做法，并做
好与家长的沟通解释工作，同时启
动了对相关人员的追责问责。

违规过度收集学生家长职
务、身份等信息的现象，在现实生
活时有发生、屡见不鲜。从上海
民办小学的考家长“查三代”，到

山西原平的“统计学生家庭背
景”，折射的是某些学校和教师还
存在“以门第论英雄”的功利主义
观念，这显然有违教育宗旨，损害
了教育公平。虽然当地已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了处理，但还要举一
反三，深入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对
违反法规及职业道德的行为零容
忍，积极维护教育公平和良好教
风，才能保障每一个学生在良师
的正确指导下健康成长。

（图/沈海涛 文/魏燕）

淘宝购物，挑好评多的店家下单，结果产
品质量不如人意；在小红书上看到网友高赞
的产品被“种草”，买回来却大失所望……互
联网经济时代，人们习惯于看消费者推荐、看
用户评价下单。然而，“看评价下单”，有时候
也会不知不觉中陷入另一种套路中。

据媒体报道，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近日
开展一项网购调查活动发现，有不少商家通
过给消费者留言、许诺好评返现、发放红包卡
券等方式，诱导消费者对其产品进行好评，在
包裹中夹带“好评返现卡”也成了不少网售商
品的“标配”，让消费者不胜其扰。有的消费
者经不住客服的“央求”，不得不给了“好评”；
有的消费者被三元五元的小利诱惑，违心给
了“好评”。大量的“好评返现”不仅会让商品
的评价体系失真，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其危害不容小觑。

长期以来，各电商平台通过一套比较完善
的购物评价体系，在消费者与商家、消费者与消
费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消费者通过自己的
真实感受给予商品好评或差评，不仅可以给其
他消费者提供购物参考，对商家也是一种监督，
可以督促其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这是一
种良性的互动，对消费者、商家皆有益处。然
而，在“推荐有礼、好评返现”的销售语境下，各
种电商平台上的购物体验、使用评价等势必会
因受到利益的诱惑而失去应有的客观与公正，
让商品的评价机制失灵，商品质量信息被人为
扭曲，玩手段刷好评的商家获利，诚信经营的商
家吃亏，对电商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

“好评返现”不仅扰乱电商平台正常的购物秩序，有违诚信经营之
道，也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商家发放“好评返现卡”，看似
是回馈客户、促进消费的营销策略，实质却是以小恩小惠收买消费者
手中的评价权，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重要法定权
利。其诱导消费者好评的行为也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反不正当
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质量、用户评价等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电子商务法》也明确规定，经营者应保障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以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很显然，商家诱导消费者“好评返现”的行为，
违反上述相关法律规定，有欺骗、蒙蔽消费者之嫌。

泛滥的“好评返现”破坏了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对此，相关部门
不能视若无睹，听之任之。电商管理平台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出
手，果断出击，对“好评返现”之类涉嫌不正当竞争的商家，及早发现、
依法介入调查并从严惩戒。只有让不法者付出相应代价，才能促其痛
定思痛、及时收手。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好评返现”的套路中，消费者也是重要一
环，既可能是“好评返现”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好评返现”的助推手。
当我们出于各种原因违心写下好评的时候，可能就会让其他相信“好
评”的消费者“踩坑”；同时，我们也随时有可能因为别人的“好评”而
踩进另一个“坑”里。因此，无论是从维护自身利益还是从维护良好
的市场环境出发，消费者都应该守住底线，不受商家任何形势的骚扰
诱惑，慎用“好评”，别为了一点小恩惠胡乱编造好评，帮助商家欺骗
其他消费者。

近日，我省首批39家可提供
24小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
医疗机构名录公布。据媒体报
道，这是省卫健委在现有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扩大核酸
检测采样点，完善服务流程，方便
群众按照自愿自费原则进行核酸
检测，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措
施。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服务
的医疗机构，分布于海南岛内各
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都是所
在地方的重点医院。（11月 4日

《海南日报》报道）
核酸检测的重要意义无须赘

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远
去，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核酸检测结果不仅是判断
身体健康的“指示剂”，也关系到个
人的出行、生活。很多时候，对于
参与核酸检测采样的居民、游客来
说，少一分等待就少一分焦虑，少
一次聚集就少一次感染风险；反
之，多一分等待就可能增一分焦
虑，多一次聚集就可能多一次感染
风险。医疗机构推出核酸检测“不
打烊”服务，一方面契合了居民、游
客多样化的采样时段需求，让居

民、游客可以“应急”“救急”；另一
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引导有采样需
求的居民、游客分时段采样，降低
人群聚集几率。无论是对于做好
疫情精准防控，还是对于提高公共
服务质量来说，这一措施都能够发
挥重要作用，受到公众欢迎自然是
意料之中。

应当看到，核酸检测服务 24
小时“不打烊”，给相关医疗机构带
来了新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讲，
作为首批提供这项服务的医疗机
构承担着压力测试的职责。它不
仅意味着要加派医护人员、增加工
作量，还意味着要努力探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其他医疗
机构提供较为成熟的经验。比
如，如何科学合理地做好人员、物
资调配，如何在保证检测质量的
前提下优化检测流程，如何运用
数字信息手段让居民、游客尽快
拿到检测结果证明，尽量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等等，都是
值得深入研究且有现实意义的课
题。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进行更
多的探索、取得更大的突破，将有
助于进一步提高全省医疗机构核
酸检测的效率，释放便民为民的
民生温情。

疫情防控是一场全民行动、

人民战争，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
要每个人主动配合、自觉参与。
做好疫情防控，既要从严从紧，又
要体现温度、温情。可以说，政府
部门出台举措、提供服务的温度，
直接影响着公众配合、参与的广
度、深度。政府部门遵从疫情防
控需要，贴着公众需求，把每一个
细节都考虑到，将每一项服务都
做到位，就能让公众感受到更多
的温暖，最大程度地调动公众的
积极性。携手同行、同舟共济，方
能守好每道关口，堵住可能出现
的漏洞，把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构筑得更加牢实。

近日，在海口市桂林洋大
道与桂高路交叉口处，一辆大
货车右拐时与一名骑电动车的
女子相撞，骑车女子不幸身
亡。这是近一个月来媒体报道
的在海口发生的第六起大货车
与电动车相撞致伤致死事故。
车祸引发的惨剧令人痛心，关
于大货车右拐时产生“内轮差”
的说法再次引起关注。

大货车车体长，右拐时，内
前轮的转弯半径与内后轮的转
弯半径不在同一条轨迹上，两
者之差为内轮差。车身越长，
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
会越大。内轮差是司机的视觉
盲区，也是其他行人、司机容易
忽视的地方，有人以为躲过了
货车前轮就躲过了大货车，对
后轮没有察觉，导致悲剧发生，
因此，内轮差也被称为“死亡弯
月”。除了内轮差，大货车司机
还存在车前、车后以及车厢两

侧的较大范围视觉盲区。因
此，交通部门经常提醒人们，

“珍爱生命，远离大货车”。
司机视觉盲区就是危险高

发区，目前没有办法能够清除，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技术
手段、优化交通秩序，让出行多
一份安全保障。比如，有的地
方以鲜艳的颜色在路口上标注
出“死亡弯月”范围，提醒过往
车辆、行人小心避让；有的地方
规定大货车右转前必须停一
停，为过往车辆、行人留出安全
时间；也有人提出，以强制手段
要求大货车加装监控摄像头，
尽可能减少司机视觉盲区范
围，等等。利用技术手段保障
交通安全越来越成为社会各方
共识，并被不断运用到实际当
中，取得了一定效果。

也要看到，车祸发生的情
况是复杂的，要求行人和非机
动车远离大货车，首先要保障
行人和非机动车路权。如果行
人通道和非机动车车道被挤
占，他们就只能转到机动车道，

伴着危险前行。此时，一味强
调远离大货车避险，恐怕会陷
入简单归因的窠臼，难以作出
客观全面的分析，找不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

从城市交通管理方面来
讲，事故大多发生在市区周边
干道。这些地区一般路况较
好，司机容易放松警惕，导致车
速过快；其次，这些新开发路段
的交通信号灯常常不到位，但
是周边小区入住率不断提高，
居民增多了，遇到出行高峰期，
抢道情况比较突出，导致险象
环生。

行车安全直接关系到生命
安全，一时的不慎，带来的可能
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伤痛。
面对频发的大卡车与电动车相
撞事故，司机和行人都需要警
钟长鸣，提高安全意识，严格遵
守交通规则，任何时候都不放
松警惕。有关部门也要复盘诸
多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找出短
板和不足，有针对性地治理，尽
最大努力减少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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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海口集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众合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世德能源（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诗波特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薪火相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富山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爱奇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待君人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复地投资有限公司

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中联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映客网络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九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福安集团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海南新珠江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海南落笔洞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恒兴饲料实业有限公司

排名 企业名称

2021海南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2021年，海南省工商联继续参照全国工商联开展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发布办法，以企业2020年度营

业收入为排序指标，坚持民营企业自愿参与原则，广泛发动和组织全省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民营企业参与

申报，经相关机构对企业的申报表进行审核、统计、排序后，发布“2021海南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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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申亚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奥创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上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蓝岛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华健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春邑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歌颂饲料有限公司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嘉地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恒宝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中视集团
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元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口创领未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百运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新生支付有限公司

海南春蕾天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三合泰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今时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海南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冠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宝岛建设有限公司
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三亚胜利时代商业城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
海南安迈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双大集团有限公司
文昌市歌颂畜禽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银达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趣玩水运动有限公司
海南卓亚家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排名 企业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