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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贫困人口大病兜底也应做到精准

破解“高职招生难”
须迈过三道关
高职招生难，倒逼尽早推进高考

政策过渡期内超标电动自行车该如何治理

国家卫健委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中患病

一个月来，全国多地展开了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的管理活动，电

人数为 737 万人。 而要解决这部分人的治疗和脱贫问题，建立大病兜底保障机

动自行车治理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以北京为例，从 7 月 1 日起，北京市将

制很有必要。 有的地方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兜底，有的地方是政府直接

全面禁售违规电动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四轮车、老年代步车均在禁

兜底，有的建立补充保险兜底。 不管是哪一种兜底方式，这都是医治贫困人口病

售之列。 不过，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商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多家电动车

痛并助其脱贫的好政策。

销售点时发现，一些不达标的电动自行车仍在销售。

（详见 2 版）

（详见 3 版）

“两种模式”，即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
术型人才高考分开，实现职业教育与
本科教育转移对接。 换言之，破解高
职招生难，必须迈过三关。首先，必须
迈过
“名校独大”关。 其次，必须迈过
“学历崇拜”关。第三，必须迈过
“
重本
轻职”关。

“电商定制版”
价廉更应物美
02

张海英
下周“买买买”一族又将迎来电商

斩断电商平台
“色情营销”利益链

“6·18”大促。 近来，在电商平台上消费
者正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电商定制版”
“线上专供款”“网络专供版” 商品。 然

“涉黄涉暴”问题近年在电商平
台层出不穷，虽然有关部门对此进行
了严厉打击，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
有效遏止，对此，必须要斩断其背后

而，有调查发现，部分家电产品，线上便

节能宣传进校园

宜但偷工减料；部分食品，电商定制外
包装与实体店不同；服装，网络同款但
质量差很多……

利益链，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及时适

在电商“
6·18”大促到来之前，不少

当使用警告、向社会道歉，乃至全面

6 月 11 日，以“
节能降耗 保卫蓝天”为主题的
“2018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 据悉，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期间，

停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等方式，让

各地方和有关部门举行了节能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传播节能理念、普及节能知识，推动形成崇尚节约节能、绿色低碳消费与低碳

媒体提醒消费者， 网购时不能只看价

电商平台在
“色情营销”中无利可图。

环保的社会风尚。 图为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某小学开展
“
校园垃圾大变身”环保活动。

格，更要看品质。 对于“电商定制版”之

CNSPHOTO 提供

类的商品，在放入购物车前要擦亮眼睛

02

探索设立环保警察
急需建立法律制度

做到心中有数。 而监管部门也要对“电
商定制版”商品高度重视，防止不合格
商品混入其中。

多地相继开展宣传活动鼓励无偿献血

之所以出现以“电商定制版”商品，
一方面是因为电商成为很多商品的重

截至 6 月 5 日，今年全国公安机
关已侦破各类环境犯罪案件 3700 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730 余名，公安
部直接挂牌督办案件 211 起。 在这组

要销售渠道，厂商根据电商特点“量身

供血进入
“
淡季” 开源节流需同步

显眼的数据背后，有一部分属于公众

法治周刊 01

李 孟

今年 6 月 14 日是第 15 个世界献血者

由于献血人群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大学生，假期使
血库遇到了淡旺季。 同时，
不同地区间供需还存在不
平衡的问题。 此外，对无偿
献血者所捐献的血液流向
和使用程序并未完全公开
透明，所以不少人担心自己
的血液会被用作商业盈利，
这也提醒相关部门提高无
偿献血的使用透明化程度。

日。 为了鼓励无偿献血，全国多地相继开展了
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鼓励民众无偿献血。

国务院调整行政法规
规定的机关职责

如江西省卫生计生委近日明确，献血记录
要与个人、单位征信体系有效结合，以完善献
血者激励机制。 而云南则设立了无偿献血
公益基金，用于激励和帮扶献血者。

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国务院
机构改革涉及行政 法 规 规 定 的 行
政 机 关 职 责 调 整 问 题 的 决 定》， 就
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
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予以
明确。 决定明确，各级行政机关要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行政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献血人群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学生，假期使血库也遇到
了淡旺季。 同时，不同地区间供需还存在
不平衡的问题，“血荒”现象时有发生。 对

血液就更加重要，部分血液病患者需要依

然发展很快， 但竞争手段仍然单一：供

靠大量的血液维持生命，一旦血库告急就

给端廉价商品或者低端商品较多，且主

可能影响患者的救治。

要通过价格手段竞争。

尽管无偿献血量逐年增长，但临床用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无论是电商

血需求增长更快，各地仍不时出现血液供

还是厂商，都应该通过产品创新、服务

应紧张的情况，这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城市

创新去引领消费、赢得市场，而不是简

和地区尤为明显。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单通过廉价的低质量商 品 去 争 夺 市

因为拥有优质的医疗资源，各地去看病的

场 。 如 果“电 商 定 制 版 ” 商 品 给 消 费

患者较多，临床用血量大，血液缺口明显，

者留下的是廉价、低质等印象，恐怕

血液供应紧张情况不易缓解。

民生、应急、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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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到消费者网购积极性， 不利

为了均衡血液使用地区分布不均的

于电商产业的健康发展。 且一些“电

情况，记者了解到，北京与天津、河北签订

商定制版”商品没有明示，也涉嫌侵

了血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在三地之间血

犯消费者权益。 笔者就发现一些没

源实现调剂。 此外，北京还与湖南岳阳、山

有 标 明 “专供” 等信息的线上商品与

源”外还需要“节流”，提高公众献血意识

西临汾两地长期合作， 一旦血库告急，将

“线下版”有很大区别，尽管价格便宜一

和医院用血效益是解决供血紧张的关键。

从多地进行血液调度。

此，有专家指出，解决用血问题除了“开

关 履行法定职责、 开展工作的连续
性、稳定性、有效性，特别是做好涉及

价格争夺市场消费者。“
电商定制版”商
商把好经给念歪了。 这也反映出电商虽

本报记者

不足的问题，相关立法亟须从国家层
面进行顶层设计。

购物过于看重价格，电商也希望通过低
品并不等于低质低价产品，只是一些电

并不太熟知的环保警察的功劳。但在
实践中，环保警察尚面临着法律依据

打造”；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消费者

对献血仍存在认识误区
“医护工作者是献血的一大主力群

“哪怕不会造成感染， 但我认为只要抽血
就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

“开源”同时还需“
节流”
为鼓励无偿献血，各地也在完善献血

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
从促进电商健康发展、保障消费者
权益等角度来说， 无论是电商还是厂

体，医生对献血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且在

在记者采访的几位行人中，即使了解

激励机制。 近日，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明确

商， 都应该清楚地标明哪些商品属于

工作中切身感受到了血液对患者的重要

献血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具有献血

献血记录要与个人、单位征信体系有效结

“电商定制版”、哪些与“线下版”不同。

性。 尤其是血液科的医生，个个都是献血

意向，但将其付诸行动的却在少数。 其中

合，以完善献血者激励机制。 加大对无偿

这样一来，愿意选择“电商定制版”的消

标兵。 但还有一部分献血主力是大学生，

多位采访对象表示自己一直都在关注无

献血血费直报工作的力度，简化临床用血

费者选择定制版，愿意选择“线下版”商

血库也随着学生入学、放假的时间点出现

偿献血，也曾萌生献血的想法，但因为不

报销程序，实现全省直报比例达到 90%以

品的可以明明白白消费。

了‘淡旺季’。 ”一位不愿具名的血液科医

了解通过何种途径献血、献血者需要满足

上。 不断完善献血者激励机制，依法开展

也就是说，“电商定制版”与非定制

生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记者

哪些条件，献血的计划也就一再搁置。 一

无偿献血表彰工作，探索将献血记录与个

版商品混在一起销售，很大程度上会让

了解到，日前，除了医护人员外，大学生也

位大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学校位置

人、单位征信体系有效结合。

人以为电商平台销售的商品价格更有优

是无偿献血的主力之一。 也正因如此，寒

比较偏僻， 最近的采血点也距离较远，专

解决用血问题除了“开源”外还需要

势，而实际上却是廉价低质，那么，电商的品

暑假期也是无偿献血的传统“淡季”。 那

程去采血点献血十分不便。 因而虽然自己

“节流”。 有专家指出，提高公众献血意识

牌形象势必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电商应该

么，在寒暑假到来时，其他群体是否能承

一直都想去献血，但总会由于种种原因耽搁。

和医院用血效益， 是解决供血紧张的关

明白，价格不是市场竞争的唯一手段，一味

键。 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无偿献血透明

以低价作为竞争出发点而让质量缩水并非

度、提高人们参与公益的热情，缓解临床

长久之计。

担起无偿献血的重任？

地区间供需不平衡

献血对自身健康是否不利，献血车的
采血是否正规， 是否会有感染疾病的几

正是因为我国人口献血率不高，且存

率，献血后自己是否可以免费用血？ 在北

在地区间不平衡的问题，才导致用血供应

此外，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对无偿

分质量“缩水”的“电商定制版”商品会

京街头采血点，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

一直较为紧张，各地“血荒”现象时有发

献血者所捐献的血液流向和使用程序并

不会演变为质量不合格商品同样值得

民，询问他们对于无偿献血的看法，多位

生。

未完全公开透明，所以不少人担心自己的

关注。 如果“电商定制版”商品越来越

市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用血的紧张程度。

此外， 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来说，部

上述血液科医生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血液会被用于商业盈利，这也提醒相关部

多，今后是否有必要针对这类商品制定

对此，有专家表示，虽然无偿献血量

一些相对大型的手术会在术前准备适量

门在无偿献血的使用透明化程度方面亟

专门的“产品标准”等等，也需要思考和

逐年增长，但由于一部分人对献血的认识

的手术用血，防止手术中出现意外的大出

待提高。 除了宣传鼓励无偿献血外，加强

讨论。

存在误区， 导致我国人口献血率仍旧不

血。 在无法保证备血量的情况下，贸然手

临床用血管理、 推行节约用血新技术、有

希望从电商 到 厂 商 再 到 监 管 者 ，

高。“
别人献血我会很佩服，但我自己不会

术十分危险，因血库备血不足导致手术推

效利用血液资源也是保证临床用血的重

都应该多多思考“电商定制版” 的问

献血。 ” 一位女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说道，

迟的情况也会出现。 而对于血液科而言，

要环节。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