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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网络传播监管
“激浊”更要“扬清”

社保统一征缴有利于保障职工权益

●卞广春

●冯海宁（特约评论员）
社保就能防止企业有意降低社保

否跟上新变化，还需要观察。 这就

确、分工清晰的管理格局。 其中，社

据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全国“扫

缴费基数。

需要各地税务部门明确职责、加强

保征缴是基础工作之一，需要税务

黄打非”共查处各类案件 2600 余起。 其

软硬件建设，以适应这一新改革新

部门利用自己掌握的工资信息、企

中，刑事案件 300 余起，全国“扫黄打

变化。

业发票、税收稽查、税收保全等优

非”办公室与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重点

势，提高社保征缴强制力。

案件 30 起。 今年以来，各地通过查办案

近日印发的 《深化党和国家

最近几年，相关社保白皮书连

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为提高社会

续披露， 多数企业社保缴纳不合规，

保险资金征管效率， 将基本养老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为了节约

而税务部门统一征缴社保之

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

成本，欠缴、少缴员工社保，而企业

后， 显然理顺了社保体制机制，避

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

员工虽然眼下多拿一些现金收入，

免了部门协调和博弈问题，解决了

过去，社保征缴之所以是双重

部门统一征收。 专家表示，此举能

但损害了员工的社保权益尤其是养老

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有利于保障职

模式，也是因为 1999 年出台的《社

至于税务部门统一征缴社保后

件推动“净网 2018”“护苗 2018”专项行

够有效避免欠缴、逃缴等行为。

权益， 因为养老金多缴多得、 少缴少

工社保权益，并为社保基金增加收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规定了

，部分企业不能再欠缴、少缴，由此企

动深入开展。 网络是“扫黄打非”工作的

得。 这类企业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

入，可缓解部分地方社保的支付压

“
双重征缴”体制模式，而现行的社

业负担较重这个问题， 应该通过企

主战场，网络淫秽色情信息仍是当前打

就在于社保征缴体制不太合理。

力。 所以说，社保征缴统一是一种

会保险法中只是笼统地提到“社保

业减负来解决。 据悉，自 2015 年以

击的重点。 同时，网下制售传播淫秽色

合理模式。 当然，这也意味着税务

费实行统一征缴，实施步骤和办法

来，我国总体社保费率从 41%降到

情出版物、非法少儿出版物情况仍在部

部门从此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由国务院规定”。因此，除了机构改

37.25%， 减少企业成本约 3150 亿

分地区易发多发。

革外， 还应该及时理顺法律法规，

元。 很多企业已明显感到负担在减

让法规与现实保持统一。

轻，希望为企业减负再接再厉。

此前， 我国社保费征缴实行
的是双重模式， 有的省份是社保
经办机构征收模式， 有的省份是

过去，社保经办机构全面负责

税务部门征收模式。 征缴主体、征

社保的登记、征缴、发放等工作，看

缴模式的不统一， 既影响了征缴

似合理，实则存在漏洞，因为社保

对于早就采取税务部门征缴

效率，又增加了征缴成本；既不方

经办机构并不掌握职工实际工资

社保的地方来说，应该已经适应了

便单位和个人缴费， 又给了部分

数据，于是很多企业就按照低于实

新的职责和任务。但对于刚刚或者

今后，税务部门统一负责社保

下一步，还应该通过改革社保

播，打击和惩治违法犯罪，也需要“扬

企业欠缴、逃缴的机会。 由税务部

际工资的缴费基数来缴纳社保费。

即将征缴社保的地方税务部门来

征缴， 社保经办机构负责社保发

缴费基数标准等方面继续为企业

清”，鼓励发布更多更加文明、健康的优

门统一征缴社保费后， 这些弊端

而税务部门由于征收个税，掌握职

说，也面临着一定考验，比如硬件

放，财政、审计等部门负责监督，如

减负，以便让我国社保费率和企业

质信息，降低边缘性内容的数量。

应该就可以避免了。

工的实际工资信息，那么统一征缴

建设水平、人员执行能力等方面能

此一来，我国社保就会形成责任明

负担从全球视角看处于合理水平。

笔者认为，净网护苗行动需要“激
浊”， 杜绝非法有害或不健康信息的传

首先，相关方面应对自媒体平台发
布的信息总量和违法违规等有问题信
息的占有率等内容综合测评，并在定期

时务观察

测评基础上分级，实施有区别的监管措

热点冷评

施。 违法违规等有问题信息占比量大或

“人工智能 +X”
为未来育专才

者形成负面影响大的， 可以暂停更新，

遏制“天价茶叶”应精准监管

限制自媒体平台的运营和下载时间，清
理下架问题产品；关键问题出错，还要
追究平台运营管理者的责任，并通过经
济处罚使自媒体平台片面追求流量经
济的思维模式自觉转移到以质量求生

●江德斌

存谋发展的时代需求模式上来。
其次，精准监管自媒体平台是引导
自媒体用户发布更健康信息内容的手

日前，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

段。 从管理责任角度看，自媒体平台有

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简称计

权将内容作为用户评级、 审查的依据，

划），要求推进“新工科”建设，重

有权重置、限制、封禁违规用户账号，增

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 控制、数

加审核词库关键词。 自媒体平台应鼓励

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

和督促用户提供更高质量、 更高品位、

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

更佳宣传效果的内容，有义务让引发内

的交叉融合，形成“人工智能+X”

心共鸣、激荡深度思考的优质产品获得

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到 2020 年

更多推广、曝光和回报的机会，更多考

建设 100 个“人工智能+X”复合特

虑内容发布的质与量， 形成更有个性、

色专业、 建立 50 家人工智能学

使人欲罢不能的品牌效应。

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

世事杂论

这是极具前瞻性的教育专业
规划， 说明教育部充分认识到了
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及其广泛的适
用性前景， 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的
CNSPHOTO 提供

教育专业布局，大力发展“人工智
能+X”复合专业，从而培养出大量

●余明辉

的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 以便为

2.9 万元一公斤的“牛栏坑肉

一是单纯炒作概念等的结

此外，还有一些“天价茶叶”

场化的商品，不管其是否是天价，

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奠定厚实的

桂”茶，其实是茶商将 1000 元一

果。 比如，起一个高大上名字、靠

使用的营销手段， 违法与否直观

没有强买强卖， 那就是正常的市

人才基础，赢取未来的激烈竞争。

机票改签差额平摊
旅客应当多点理解
●何 勇

公斤的普通肉桂茶“包装”而成；

豪华有趣的外包装等进行大力宣

上并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单独做

场行为，监管部门不应干预。 笔者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工智能

普通茶叶只要贴上“大师茶”“山

传，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这种

“讲故事”卖
具体分析。 比如，依靠

认为，“天价茶叶”尤其是违规“天

据媒体报道， 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在

领域近年来发展迅猛， 相关技术

场茶” 的标签就身价倍增……媒

情况应该说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市

天价茶叶的情形，如果相关的“讲

价茶叶”泛滥，其中一个原因是监

考虑未来因天气等非承运人原因导致航

取得了重大突破， 世界各国都在

体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福建武

场行为， 没有什么明显不妥。 对

故事”是实事求是、有据可查、有

管不到位。

班取消、延误、提前、航程改变、舱位等级

加大人工智能的研发力度， 投入

夷岩茶价格不断攀升， 一些茶商

此， 有关部门化解的办法应该是

资料记载的， 消费者因此与之交

违法“天价茶叶”经营行为之

变更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时， 旅客要求

大量的教育资源为未来培养人工

制造各种噱头炒作， 动辄卖出一

多向社会宣传普及正确的用茶知

易则是一种合法市场行为； 如果

所以大行其道， 还与目前市场上

客票改期的， 产生的票价差额由旅客和

智能人才。 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

公斤数万元乃至二十多万元的

识，不要仅凭名称、外包装等概念

所“讲故事”有虚假成分，甚至完

茶叶制作工艺的强制标准缺失、

航空公司平摊。

盲目付款消费。

全就是杜撰， 则涉嫌虚假诱导违

产地溯源尚不到位等有着深层次

笔者认为， 从法律和商业公平角度

点来看，其同计算机技术一样，具

“天价”。

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天价茶

二是虚假宣传的结果。 这包

联系， 这就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在

说，由于雨雪天气等原因导致航班取消、

人工智能是一个涉及多学科

叶”的形成有两种说法，一是说这

括虚假傍名牌、功效虚夸、产地虚

需要指出的是， 长期以来市

依法对一些经营者的违规市场行

延误， 旅客改签产生票价差额实行平摊

的复杂科技体系， 需要一系列学

是游资恶意炒作的结果， 二是说

报、傍名师等，这是一种明显的商

场上“天价茶叶” 之所以一直存

为进行精准打击的同时， 也需要

机制，由航空公司和旅客共同承担，这样

科的基础理论支持， 在进入应用

这是腐败送礼助推的结果。 就目

业诚信缺失、价格欺诈、经营欺诈

在， 甚至愈演愈烈， 经营乱象不

尽早对茶叶的生产出台相对明确的

的做法未必不公平，旅客应当多点理解。

的时候， 亦因技术快速进步的领

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茶叶“天价”

和违规巨额牟利行为。 对此，有关

断，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些监管

制度标准， 并加快茶叶产地溯源

雨雪等天气属于不可抗力， 是航空

法，应按相关法律甄别规制。

先优势对很多工种具有强大的替

是否合理合法需要具体情况具体

价格、 工商等市场监管部门需要

部门对此存在一种以偏概全的认

制度的落地，铲除“天价茶叶”各

公司、旅客都无法避免的，也是双方都不

代性，并会带来法律、社会道德、

分析。

及时出手依法进行打击和治理。

识， 认为茶叶是一种价格完全市

种虚假违规经营的土壤和条件。

想看到的事情。 不能说航空公司财大气

监管等各种复杂问题。 面对这些

粗， 就该由航空公司独自承担不是航空

问题， 单靠人工智能自身是无法

公司原因造成的损失，这显然有失公平。

解决的， 必须连接其他学科形成
“人工智能+X” 复合专业交叉融

在法律上， 不可抗力因素享有免责

理性思维

条款。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

合， 从而激活人工智能和其他学
科的发展潜力。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广泛

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 不承担

整治非法“会议营销”必须打中“七寸”

民事责任。 ”合同法也规定，有因不可抗
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的， 当事

应用价值的科技进步， 正引发可
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 催生

人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
●丁家发

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一批颠覆性技术、 引领新一轮科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并应当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这项注定会

一盒“免费”鸡蛋、一场“专家

这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会

销”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查， 不敢再将场地租给骗子开展

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因不可抗力不

改变人类社会的科技， 也需要汇

会诊”、一次“体检赠送”、一声“爸

议营销”， 精心布置了消费陷阱，

当地监管部门发现或接到举报后

非法“会议营销”骗钱了。 此举能

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

集更多的资源和人才进行前瞻性

妈”……这些暖心的关爱，很可能

一般还会打着专家的幌子， 以关

准备取缔和处罚时骗子却转移了

从源头上遏制“会议营销”的泛滥

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从这个角度说，因

的研发、布局，拓宽人工智能的创

是精心布置的消费陷阱。 针对很

爱老年人健康为名， 开展健康讲

“战场”， 到另一个地方继续行骗

之势。

为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航班取消，

新边界，确保技术不会脱缰，令其

多保健品公司借会议营销坑骗老

座、免费赠送礼品，甚至组织免费

去了， 这种现象很容易让监管部

老年人的辨识能力在下降，

能够引领时代的发展。

旅客改签产生票价差额， 作为承运人的

年人的情况， 全国多地采取了整

旅游、免费体检等诱人的活动，以

门的执法落空。 而一些老年人在

很容易上当受骗。 我国即将进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治行动，广东、四川、重庆、湖北等

赢取老年人的信任。 之后，便把普

发现上当受骗后，由于找不到“会

老龄化社会， 保护好老年人的合

不过，为了保障旅客的权益，航空公

我国的科研投入也随之加大，政

出重拳打击，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

通食品吹嘘成保健食品， 把 一

议营销”的组织者，也常常维权无

法权益是必须要面对和重视的问

司和旅客平摊改签机票差价不该“一刀

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是， 仍有一些人明目张胆顶风作

些医疗器械“包装” 成了 包 治

门，最后只能自认倒霉。 因此，整

题。 笔者认为，骗子们行骗的花招

切”，应当配套例外条款。 对于旅客改签

在部分领域实现突破， 并达到了

案。

百病的神器， 最后高价卖 给 已

治“会议营销”，保护老年人的合

在不断翻新变化， 监督部门采取

同一家航空公司相同舱位其他航班产生
的机票差价，应当采取“多退少不补”的

航空公司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世界领先水平。 如今，在人工智能

在现实生活中， 常常有专门

被 他 们“洗 脑 ” 的 老 年 人 ， 大 赚

法权益不受侵害， 必须要有得力

的整治和打击举措也要升级，应

领域， 我国与欧美等科技发达国

针对老年人的“会议营销”，让不

不 义 之 财 。 有 老 年 人 一 次性被

的措施。 比如，宁波市此前曾出台

该根据骗子们行骗的新特点、新

办法， 毕竟这对航空公司没有产生实质

家处于同一起跑线， 如果谋划得

少老年人稀里糊涂就上当 受 骗

骗去几万元， 甚至被骗数十万元

相关会议营销专项整 治 实 施 方

现象， 及时调整针对性措施予以

性损失；对于航空公司相互之间有协议，

当，赶超的机会非常大，从而提升

了。 笔者认为，不能任由非法“会

的也大有人在。 这类专门骗取老

案， 明确提供场所的出租方也将

整治与打击， 要让 骗 子 们 无 立

并不会产生真实的机票差额的， 也应当

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 对于我国

议营销”坑骗老年人，监管部门必

年人钱财的“会议营销”，带有极

承担连带责任，可谓“跑了和尚跑

“足”之地；对涉嫌违法犯罪的骗

采取
“多退少不补”的办法。再者，即使明

来讲， 这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历史

须出重拳打“七寸”，采取更加有

强的欺骗性， 严重侵害了广大老

不了庙”，就非常有效果。 因为场

子， 坚决绳之以法绝不姑息。 此

文规定航空公司和旅客平摊改签机票差

机遇，一定要把握住，为未来培养

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严打顶风作

年人的合法权益， 必须严加整治

所出租方为了避免受 到 连 带 处

外， 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大力宣传

价， 民航主管部门也应当鼓励航空公司

人工智能复合人才， 就是为未来

案的不法人员， 从而充分保障老

和打击。

罚， 就会主动对承租场地的会议

和教育， 让老年人提高辨识与防

自己实行“多退少不补”的做法，而不是

的竞争奠定获胜的基石。

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营销活动组织方进行 必 要 的 审

骗的能力。

选择平摊改签机票差价的做法。

然而， 骗子组织的“会议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