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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要保护，“维权碰瓷”不可纵容

据新京报报道，“以房养老”本
是现行养老模式的有效补充。然而，
有些不法分子却假借“以房养老”之
名，披着合法外衣专门针对老年群
体行“银发收割”。近期，北京市公安
机关针对有投资人举报北京中安民
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中安民生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的情况已经立案侦查。

漫画：曹一

对这类以“理财”之名实施的新
型“房诈”，老年人应提高警惕擦亮双
眼，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在涉房案
件的处理过程中，公证机关、司法机
关也应强化自身责任，维护民众合法
权益。 本栏主持：刘晶瑶

新型“房诈”

此此次次由由黑黑洞洞照照片片版版权权引引发发的的风风波波与与讨讨论论，，正正好好提提供供了了一一个个审审视视
司司法法实实践践的的契契机机，，法法院院在在审审理理相相关关案案件件时时应应有有更更公公正正的的态态度度，，既既切切实实
推推进进版版权权保保护护工工作作，，又又不不给给““维维权权碰碰瓷瓷””可可乘乘之之机机

环环卫卫工工该该不不该该戴戴智智能能手手环环的的另另一一面面
本报记者杨绍功

近期，江苏南京的环卫工人陆续配备了
一件新工作装备——— 智能手环。这个手环可
以用来定位、计步，实现了管理人员与环卫工
人之间的实时沟通。然而，手环的一项附加功
能却引发了舆论争议——— 如果环卫工人上班
时间在原地停留 20 分钟，手环就会自动发出
“加油”的语音，提示环卫工人继续工作。许多
人认为，如此“监工”是对环卫工人的不尊重。

在舆论的批评声中，相关环卫公司选择
取消手环的语音提示，并一再对外解释：这项
管理举措只是试行，没有环卫工人因佩戴手
环而影响收入。公司在试用前给每个愿意戴
手环的环卫工人发放了奖励。然而，有人仍心
存疑虑：这种管理是否有失人性化？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环卫工人普遍
存在年龄偏大、收入不高的问题。有统计显
示，全国四成环卫工人年龄超过 55 岁，且越
是欠发达地区环卫工人年龄越高。在东北某
市，环卫工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接近 60 岁。对
于这样一批劳动者，过于严苛的管理确实看

上去有些不近人情。
现实的另一面却是，市民对城市环境卫

生的需求不断在提升。东部某市政务服务管
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市民在街
边看到几个烟头都要打 12345 热线投诉。环
境卫生是城市最显而易见的脸面，市民的高
需求倒逼着城市管理的严要求。

以南京市为例，当地近期出台了《城市治
理单元治理通则》，对城市治理提出了高标
准、精细化的要求：城市路灯亮灯率不低于
99%，公共区域水体透明度不低于 1 米，普通
街巷百米之内污水面积不大于 1 平方米……
要求一项项落地，城市环境的清扫最终得靠
环卫工人。

怎么解决环卫工人年龄偏大与城市环境
高要求之间的矛盾？包括南京在内的许多城
市都在探索自动化、智能化的解决方式：一方
面在有条件的地方用机器替代人工，实现城
市管理机械化；一方面为行业工人配备智能
设备，提高工作效率。

在南京给环卫工戴手环的案例中，如果
人们能够看到在先期试点区域环卫工人的工

作时间从平均 10 小时下降为 8 小时，看到当
地提升环卫工人素质、降低劳动强度的努力，
也许批评的声音会小一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
化水平。城市环境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不断提升智能化水平是大势所趋。在不
少地方的城市智能管理系统里，包括手环在内
各种智能终端不断将城市工作的细节数据化。
比如，一个窨井盖坏了，从市民拨打热线投诉到
相关部门派员完成维修，全程信息都收录在系
统中，大量类似数据的积累，就可以为城市管理
决策提供参考。比如，哪里的窨井容易坏，什么
时间、什么问题市民投诉较多等，城市管理者可
以据此提前开展预警和资源应急调配。

总之，社会治理其实是协调人与人、人与
物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的有效运转。环卫工
佩戴手环背后反映的其实是社会治理需求的
提升。

另外，我们还应当学会换位思考，既然看
到了城市环境高要求对环卫工人的压力，也应
该从自身做起爱护环境为环卫工人减压，共同
承担起维护城市良好环境的责任。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赵赵文文君君

国务院决定对社会保险费征
缴、住房公积金管理、不动产登记
等 6 部行政法规中与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不相适应的部分条款
予以修改，理顺的是办事流程，打
开的是利企便民的窗口，体现的
是“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力、破
除一切藩篱的决心。

如果说“一网通办”打开了政
务服务的“一扇窗”，那么理顺行
政法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进一
步夯实基础。过去六年来，“放管
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
政务服务效率偏低、程序不规范、
办理不方便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
存在。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政
务服务事项的界定不清晰，办理
要求、办理程序往往不一致，导致
办理依据和结果“弹性大”，企业
和群众办事仍不时碰钉子。此次
修改行政法规，拆除篱笆、扫清障
碍。

政府服务窗口好比“轴承”，
牵一发动全身，直接影响到整个
社会运转的效率。这个窗口不但
要打开，还要更敞亮，让“最多跑
一次”等服务承诺真正落地。

因此，努力推动“放管服”改
革向纵深发力，要充分发挥政府
服务的主观能动性，要促进不同
部门和层级之间的协同，限制政
府部门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防
止政务服务领域的不作为、乱作
为。不能人为造出新的规定来为
难企业和群众，办事人员不能慵懒散，要坚决拆除企业和
群众办事的一切“弹簧门”“玻璃门”，把利企便民、提高效
率的实绩当作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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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面世，有人为爱因
斯坦的预言被证实而兴奋，有人为中国科学家
参与其中而自豪，但也有人看到借所谓“授权”
牟利的商机。这场版权闹剧的结果有目共
睹——— 某些图片机构自以为“高明”的“抢版
权”犯了众怒，其借版权保护之名“建议”签订
“买图协议”的“商业模式”遭遇网友、媒体和相
关企业齐声讨伐。

著作权不是一个新词，但因为种种原因，以
前很多著作权人都缺少保护版权的意识，一些
机构、企业、媒体，尤其是自媒体转载文章、图片
时的操作也不规范。近些年，知识产权保护逐步
完善，著作权意识明显增强，这种进步让多方受
益。

不过，在加强版权保护的同时，也让一些人

看到了一条特别的生财之道——— 一些企业
或个人通过技术手段，追查前些年转载不
规范的文章、照片，动辄索要几万元、几十
万元的版权费，或借机提出签订“买图”合作
协议的“建议”。据媒体报道，有的图片机构
一年要打数千个著作权官司，赔偿标准动
辄“每张照片一万元”。某图片机构的财报显
示，因诉讼带来的利润，已经成为其主要收
入来源。

正常的版权诉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
助于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问题在于，一

些机构和个人趁著作权侵权裁量尚不完善、

不规范之机，将著作权维权异化为一本万利
的暴利生意，甚至衍生出一条由照片拍摄者、

行业协会、图片公司、律师等组成的灰色利益
链。有业内人士爆料，有些机构还存在“钓鱼”
嫌疑，故意给媒体、自媒体、企业挖坑，然后
“躺着挣钱”；还有一些机构拿没有版权的照
片索赔，“能唬到一个算一个”。

有必要指出的是，遭遇这种“维权碰瓷”
的，很多都是媒体。与企业不同，媒体转载一
些文章、图片，通常是出于传播信息的目的，

而且很多二次转载并不存在侵权、牟利的主观
故意，传播的也是正能量。纵容“维权碰瓷”之
风，势必吸引更多心术不正之人，既浪费宝贵
的司法资源，又会进一步扭曲版权保护的生
态，还给正常宣传报道带来干扰。对于媒体转
载纠纷必须完善相关法规，当务之急是司法机
关应合理甄别故意侵权牟利与合理使用，传播
信息与文化的界限。

今年初，福建省人大代表陈展弘提出，媒
体行业出现的恶意诉讼现象已经偏离著作权
法保护版权的初衷，严重影响到媒体发展的法
治生态环境，建议司法部门尽快出台著作权侵
权裁量指导意见。此次由黑洞照片版权引发的
风波与讨论，正好提供了一个审视司法实践的
契机，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有更公正的态
度，既切实推进版权保护工作，又不给“维权碰
瓷”可乘之机。

““往往届届生生””变变““应应届届生生””

稳稳就就业业须须多多方方发发力力
本报记者白靖利

继成都推出蓉漂计划、南京为毕业生发放房租补
贴、西安放开落户限制后，广东省也推出了一项重磅的
人才吸引政策：硕士研究生和本专科生毕业两年内、博
士研究生毕业五年内，就业享有与应届毕业生同等待
遇。

就业是民生之本。应届毕业生在就业上享受了一定
的政策倾斜，甚至不少单位明文规定只招收应届毕业
生，而往届生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或社会招聘时常常遭遇
“闭门羹”，就业上的强烈反差让很多毕业生不敢成为“往
届生”。

广东省曾推出过暂缓就业政策，规定在两年的暂缓
期限内，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享受应届生的待遇，然而，
因为办理手续相对繁杂，很多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办
理暂缓就业，错过了享受“应届生”待遇的机会。此前，广
东省每年只有 10% 的应届生办理过这一手续，由此可见
这一制度的设计，无法让相应的学生实际受益。

对于毕业生来说，短暂的就业季，不少人无法确定
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有些人匆匆忙忙选择，工作了一
段时间后才发现不喜欢、不适应。如果毕业期还要准备
出国、升学，可能面临几难的选择境遇。

此次，广东省取消实施了十几年的大学生暂缓就业
政策，转而以“择业期”政策惠及更多毕业生。既能免去他
们办理暂缓就业的繁琐手续，又能营造一个宽松稳定的
就业环境，让毕业生有更充分的时间来选择、思考。此举
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
业，也将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选择在广东就业。

“择业期”政策虽有多重利好，但真正落地还要闯过
几道“关”：其一，招聘用人单位是否认可并真正给予往届
生同等待遇，这需要用人单位提高认识，也需要相关部
门深入推进，加强监管；其二，眼下，高校面临着较重的
就业率考核压力，如果不能从考核上切实为高校适当松
绑，“择业期”政策也可能遭遇高校方面的抵触。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在“择业期”里可以更为从容、
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但这两年、五年并不是用
来逃避压力的。当前不少毕业生没有做好就业的心理准
备，毕业后不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待业”“啃老”，或者
以“开阔眼界”为借口四处游荡，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
不小的压力。

两年也好，五年也罢，时间一晃而过，倘若在这期间
既不注重学习，也没有加强实践，除了年龄增加外，对社
会的认识、对所属行业的了解、知识的储备仍然停留在
毕业时的水准。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部分毕业生
的市场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小。不少尝试过“间隔年”的毕
业生都反映，“择业期”很迷茫很痛苦，兜兜转转还是回到
了原点。

暂缓就业终非长久之计，高校毕业生终究要从象牙
塔步入社会。对那些希望选择“慢就业”的学生来说，在毕
业后不能总想着混日子，而应当加强时间管理，不断积
累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不断练就自身的本领并找准前
进的方向，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择业期”的作用，才能实现
自身、家庭、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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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治理切忌“想当然”“一刀切”

只只有有科科学学决决策策 、、公公正正执执法法，，才才能能让让环环保保治治理理更更加加体体民民情情 、、顺顺民民

意意，，才才能能让让环环保保治治理理更更加加符符合合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的的要要求求

本报记者韩振、刘晶瑶

随着中央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各地积
极行动，一大批污染企业被整顿、关停，切实
改善了生态环境。但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想
当然”“一刀切”的行政乱作为也随之出现。这
些行为不仅对生态环境保护无益，还侵害了
企业的合法权益，违背了环保治理的良好初
衷。

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环保治理要综
合考虑和协调各方权益，不能“拆了东墙补西
墙”，更不能照顾了“芝麻”伤害了“西瓜”。然而，
一些地方为应对环保考核压力，没能站在区域
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问题，缺少“一盘棋”做规
划、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大局意识，搞起了“一刀
切”“先停再说”，用简单粗暴的治理模式来应
对复杂的环境治理问题。

比如，一些地区对弯曲河道“裁弯取直”，
本想减轻河道淤塞，加快流速让水活起来，却
破坏了水生生物的“天然产房”；一些地区用钢
筋水泥硬化河岸和河底，本想减轻河流冲刷，

却削弱了河流的自净能力；还有一些地区盲目
上马水电项目，本想获得能源和经济效益，却
造成了干旱、断流等生态问题。

还有一些地方，出台的环保治理方案缺少
前期调研，“拍脑袋”想出来的“一刀切”方案落
地时“水土不服”，导致不该被淘汰的企业被淘
汰，已经被淘汰的企业反获“重生”。记者在走
访时发现，一些地方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
中，相关部门不看企业的产能、能耗、效益等综
合因素，想当然地制定出企业关停的某个单一
标准，造成不少创新型企业被“误伤”，有的甚
至被强行关闭，而一些本来已被市场淘汰的企
业却借机“复活”，对环境造成更大污染。

“想当然”的治污方案水土不服，一些执行

时“跑偏了”的行政执法对法治环境的破坏
也不容小视。某些环保部门和工作人员执法
程序不规范，片面强调执法结果，简化执法
程序。执法过程中常常出现对政策掌握不
透、对法律理解不够、对事实认定不准等情
况。甚至有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无视正当
执法程序，损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那些在环保治理过程中“想当然”“拍脑
袋”的行为，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
费，非但不能根本性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反
而可能制造出更多生态问题，甚至是社会问
题。

环保治理与地方发展休戚相关，也与地
方企业、产业发展、一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休

戚相关。只有科学决策、公正执法，才能让环
保治理更加体民情、顺民意，才能让环保治治
理理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对此，一方面要深化分类施策，循序渐
进实施环保专项治理行动，对于污染严重且
整改无望的企业，要坚决予以关闭取缔；对
于可通过整改达标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期
限进行整改；对于停产整顿类企业，经整治
后稳定达标排放的，地方应及时验收、恢复
生产。

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政策配套，适度建
立关闭企业及其工人的临时性救助制度，以
实现其生产和生活的平稳过渡；对于给合法
企业造成的损失，应当科学评估后给予补
偿。

同时，还要建立跨学科、多领域的环保
用人机制，让专业人才参与环保行动，对影
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可能对生
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充分进行
论证和比较遴选，从而确保环保决策和执行
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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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期间，返鲁西南祭
祖。借与乡亲的攀谈及在乡
间原野的观望，发现去年全
县推行的“逝者一律火葬，
拉倒墓碑，缩小坟头”的殡
葬改革，竟然只推进了半拉
子，留下不少“尾巴”。

去年初夏，我县开展拉
碑缩坟，几乎一夜之间，全
县竖立在坟前的墓碑都被
拉倒。但遗憾的是，一年过
去了，去年被推倒的墓碑依
然平卧原野，平卧的墓碑更
占耕地了。至于“缩小坟头”，
搞得更糟，上级部门派来的
挖掘机，仅仅将坟头上面的
土推向四周，虽然很多坟头
比以前矮了 ，但占地更多
了。这种“半拉子”作为，只会
引起群众的不理解，甚至产
生对立情绪。

按理说，遗体火化了，
骨灰最好是存放到骨灰堂，
但当地仍然土葬盛行。我这

次返乡，赶上村中一位老太太去世。遗体火
化后，出殡那天，已被禁止营业的棺材铺照
样从事“一条龙”服务，将棺木用吊车送来，
吊入墓穴，把骨灰盒安放棺材中间，盖上棺
盖，然后埋葬。出殡时响器吹奏着，安葬后筵
席摆满街道。土葬卷土重来，也不能全怪群
众，因为不少村庄，连个像样的骨灰堂都没
有。

去年以来，全县陆续新建了一些公墓，
但基本没有逝者的骨灰在公墓安葬。有一个
管区的砖窑厂，因为严重污染空气，被废除
后，建了一处能容纳近 400 个骨灰盒的公
墓。但因仓促建成，公墓相当简陋，各方面配
套都不齐。

听当地群众说，那里只葬入一名孤寡老
人的空骨灰盒。这名老人病逝于殡葬改革之
前，早已入土。当地为应付上级检查，买来一
个骨灰盒，放入墓穴，上面的石质盖板上刻
上他的名字，也算是公墓有逝者安葬了。一
位村民说：“公墓这么简陋，谁敢将先人葬入
公墓呢？”墓穴上边，只盖一块不太厚的石
板，用撬棍轻轻一撬，就能将石板移动。公墓
既没围墙，又无人看守，这不给为了配阴亲，
专偷妇女骨灰盒的盗贼创造条件吗？因为公
墓条件无法让当地群众满意，大都成了摆
设。

殡葬改革要疏堵结合。如果每村建一处
骨灰纪念堂，骨灰盒既有地方安放，引导减
少土葬，还方便祭扫，岂不更好。

（吴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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