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
其中提到“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
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一表述，被舆论解读
为今后“职业打假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因而引发广泛关注。

自王海开始，“职业打假人” 一直是消费维权中饱受争议的话题。他
们精通相关法律，辨假识假能力强，对于假冒伪劣商品几乎一抓一个准，
对制假售假行为形成了巨大威胁，但他们趋利性强，带有明显的个人目
的。但如果对这股打击假冒伪劣的“民间力量”不加保护，则不啻为一种
制度设计上的倒退。

《消法》的制定和完善，应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依归。到底要不要将
“职业打假人”纳入《消法》保护范畴，相关部门至少得问一问消费者，再
做定论。 文/李若素 图/朱慧卿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

2016年8月15日 星期一06 观 点

!"#$ ! % " #& #$!! %&'()*+
,-./012345367589:;<=
>?@A@BCDEFGHIJ $K&-.L
MNOPQRSTUV5WXOP5YYOP5
ZXUV[\]^_& `ab 'KLc)d
eE ?@BCDfghijklmnop (&%
*&`aqrstuvwxy &" *&z{|
!)*E

}~�&'()�-����wxy�
��J��������&���F���
�&�x�����>���w���� �
!"(( ~ ¡¢ $ ~£����w�¤¥¦
x&§l�� ! ¨©*�'�Jª«~¬"
®&¯°± *+ ²KIJ&³G|´ ),""
©µ&¶·��¸¹º���»¼½¾x¿À
�BC¦x&�ÁÂÃQ�*ÄÅÁD�Æ
ÇÈÉÊËÌÍ'()*yÎÏ)@Ð&Ñ
ÒÓÔÕ�Ö×E

ØÙLÚÛ���ÜÝ&Þ'([��
�uvwxy���Jß���àáÒâ
ã&}%äåæçÌÍ'()*+,[èé
IJê´&GëìíØÙ�

!"#$!%&"'()#*+

w���îuïðß�LñòóÁôõ
�ìö÷�ôøÆ�� '()�Õ��ôø
ùÆú&ûïðß��ü»ý?þ¿ÿ!îu
"#[�J$%&'�ìö÷�<(�)�

*�'+,8/ ) " (" %�-.�w
���îuïð/x0Ýc�12a3{j
ïð���4ð/5»67¿89&:ú/5
»;<67¿� '()*+,=>12�?&
@�'(ABCDNE&�x�ü�

F%&)*+,�G)HIdF�JJ
�KLüMN&ü¶�OP?Q�Rb/'
��Sqrstuvwxyqs?QTÃ
t&3U�V)WXYº��JZ[� )$%
"F\]�xTÃ�?^����_wx
y !&' *&`aqrstuvwxy &$ *ª
3Uô`OPabc^� ''" d5QJef
*(* d5QJgh *") d�

ü>6ijkuvwxybc& )*+

,ìlmû��SR3Uqrstuv*n
;<�'()+0;<opqRÑ& 67j
kz/'r0s-uvwxybc� tRÑ
��S %(-) ¨uuv*nbc&vw % "x
b &,#* u��Sqrstuvwxy/'
r0�

yìlm��AuzÃRÑ� ã�»'
(�J¿{bKL5|I�JKL5*yÎÏ
)@}nº�~&6ijk�/'r0s-
uvwxybc�

�Ò��&'()�÷qsbc���
���� )*+,X�+0��5+�a{
bKL& ��/'uvwxyx���ª�
�SX���KL&����uvwxy�
x��� ñlqs;<Ü�&i×bc��&
�"��x�bc�

,-./!0&"123$45

»��¶�QJL/�3�cU�&ß
���4.� & ìµ"¡¢�£{ *)++

¤¥¦� ¿/'(YYOPb§de&���
�01367;�¸¨�©ªäå&�H/
�S«¬¾JßÎ3K¡®�²&¯K°
±�l²&³¦´yÄ�

A/¸¨�µ¶·¸¹�ß�º»&�
Ë=s�¼ß�&��½¾¿À&ÁKbÂ
¢�ÃÐÄH& �µ"ßÎÅÆ£¥ #)++
¤ÇÈK�� ¸¨�©ªäå&ÉÊ;cb
&+.�c�*�¥Ëß&Äs-*ÌÍ>'
?Î[Ï?ÎìG�

»̧ Ð�����ßÑ Òw&^ÓÔ
Õ&Ö|×J&nü>de�$Ø�ß� ¿Y
YOP*yÎÏs�Æ%³Ù&X�)*+
,GÚIJH��BC&µÛÜÝ{Ñnê
´[�Þ�*&R�ßH�Ð�yà²�

<>à&áMNOP5YYOP¸âw
xãäå�IJ&Ñwxyæ?LçÄ��
/«~ ) "���BCDc&'(YYOP
\è{ '+ éêë& ìmíîmn�ï�b
, µ&ðì�ß��ñb ! µ&¸Û���
ÞIJµvò�

'()�¶¬/óyôà¸õö÷&«
Õ'([��ø����J»ù�úû¿�
ß�&üý�H»ÁþGÁþ¿�ÿÜÝ&Þ
!²��*>à'(&"#$%�¸&'Ý
ß��D&AA»ì*���J&GKbD³
¦¿�

ü>Þ!²��wxy�'(�J&)
*+,(¾ðmÝÑ\� mÑmA@BCî
m&«~ ) " ) %$$ %&)*+,°±M
NOPºIJ '+ K& ³G #%+ µß)5
!!)+ µ|´&-.£¸¹501*��A@
BC&A@+, ,%% *&`aqrstuv
- ')! *�

ðÑðÑn./îm&01�*+,�
01*23; V�+4w�Ñ\��5
6�ï&/|´Ñ\5bc��5PÆ78º
îm3UðÑðÑn./�

»��BCD°±9:êê&`AG;
<IJH&Hìõ;<*&3U;<Û|´&
á=��¶ÿ>?º@æ�6úAB� ¿'
()�J^�,,'ÜCDEF&«ì�B
CDGHL»I6J¿KIåBC56ÌIJ5
J¦LÝM& ûw�Ñ\NÎO\æçuv
�&bf3P���Jîu�nQR�

Ò�&)*+,=>»)@�h¿�G
H&S"*yÎÏde�þ;5TUºuv
wxyVWX�ÑY×ÿ����¶z°±
#+ ©K*yÎÏ^�de²dZ�[\
D& ]Óa^Ì¥ ! K£����æçÑ
\�

w���îuïðß�����& '$
% "FD_����Sqrstuvwxy
$+& *�'�J& vw % "x`a×/|
'&$ *�

6789!:;%<=>$?@

»�{'(�ìbc¸&ß�º»Õ5
¿ÀdeÕ5³¦àµfA&7g'ÿ]/
¸¹� ¿#&&* ~¥³�hijK/��¸¹
*&K¹k5u -&ñb�ß[llbè
ç&mztbø~no/K>�

«~ ) "&)*+,H��¸¹*B
C&hijb{µpq&ûêërÓ>1s
tu&vw{�xy�>� 1stuèéz
ù*{|& ��BCD�d@Dbè}&Þ
IJBßb>D~�&]�BC����ß
����@���»hij�üÑ Òw5ß
���Õ&«~ % "x�ü^���� ¿

uvwxy���J& ��b|´&Å
��à��

á=�¬����uvwxy�»�Ê
tÅD[IJ��[\D&�?ÉÊ_E+
DùÆb& ÑByuvwxy"¾��ªI
JByuvwxy& ôõDb$�ô`ªÐ
Ð��uvwxy/IJ���&ü`3U
Gî´^�� ¿)�J,èézù*Ù�

ü>"ì�3P^���&>à���
éuvwxy�æ?&)�J,��>»�
�X�¿5»¬2X�¿5»��X�¿5»{bX
�¿�µX�&üuvwxy3U²Ûô�
x�^��

�¶»'(�J$67/u¿{bKL
a�bµ*bc5�Jx�5|´(�º&]
�[)� %++ µ+�KLè¡\&¢�ÐÐ
jkuvwxy��J��5 3Uñâ^
��

Ò�&)*+,��»ì"ì�k5ì 
ìX¡¿�LÝ&aÐ�l¢��IJ|´
æ?��� )$% "Fèä *!% KIJ5!-),
¨µ|´& `a ,+.üì�£�ß�¤ß&
|V¥�uvwxy|´æ?4ð&|´b
cèäì¦ìÐ!Ñ�d§�

��á=¨Ew���&m{'f/u
�fg� ©Ñ¸µª«&)*+,{|&«ì
û÷ð(¾�J78Ñ\� ¬°±'()
ÕòPßTU£����B³ß�&]®¯
°AñöÇÈô`& Þuv³±J²�Jª
³<IJ´µ|´�uvwxybc4ð&
�xwxãäåIJÑ\þ;5�&��w
����

ABC&
!"!#$%&'()*"+&'(,)-./# !" !" 012(3415678!9:;<#=>?-@A$ BC # DEF!GHI(

JKELMNOPQR!STUVWX%YZ[\]6^_`a12bcdLMNO41eV$ f $%&& Cghij]6-&klmc'!"
m(nop!GHqrsd# tuvw&xyz{%|}~{%���{(��!��&���%�LM%���(��!��&z����%z�{�
�%z����(��# tu��r�!" ¡%��%¢£!fb�UV41¤TeV;¥¦§¨©ª%«¦§¨¬%®¦§¨¯.#

!"#$%& '()*+),-
DEF *GH IJK

!"#$%&'()*+,-./012345

&'()*+,-./0126/78
9:;<=>-01?@ABCDEF5

)°±²GHINO��K³´*

� � � �强化为民理念。 习总书记反
复强调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这是对为民理念最质朴的
诠释。 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群众
观念， 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
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
尽力为当事人服务、 对当事人负
责、 受当事人监督、 让当事人满
意。要深入了解群众的司法关切，
积极回应群众的司法需求， 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

强化护民职责 。 习总书记
指出 “在为民办实事中落实以
人为本 ”。人民法院必须认真履
行审判职责 ，实现保民生 、护民
权 、兑民利的庄严承诺 。要以维
护社会稳定大局为根本任务 ，
妥善审理涉及经济 、 政治 、文
化 、 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矛盾
纠纷 ，促进人民群众互相理解 、
和谐共赢 。 要以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为根本目标 ， 严厉打击危
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各类犯罪 。
要 以 促 进 公 平 正 义 为 根 本 使
命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
为准绳 ， 严格公正高效审理案
件 ，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 。

强化便民措施 。 “道虽迩 ，
不行不至 ；事虽小 ，不为不成 ”，
人 民 法 院 要 不 断 细 化 服 务 节
点 、深化服务内容 、完善诉讼服
务设施 ，全面推行诉讼引导 、立
案审查 、咨询解答 、诉前调解等
“一站式 ”便民服务 。要大力弘
扬坚持群众路线的 “马锡五审
判方式 ”，最大限度确保群众方
便诉讼 、快捷诉讼 、高效诉讼 。

要加强司法公开平台建设 ，最
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
作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
监督权 。要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
依法为困难群众缓 、减 、免诉讼
费用 ， 让司法的人文关怀和进
步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

强化亲民形象 。 党的作风
就是党的形象 ， 关系到人心向
背 、党的生死存亡 。司法作风无
小事 ， 人民法院要切实落实司
法文明礼仪 ， 耐心听取当事人
陈述 、热心解决当事人困难 ，让
当事人打一个受尊重 、 有尊严
的官司 。 要用群众认可的方式
查清事实 ， 用群众习惯的语言
诠释法理 ， 用群众信服的方法
化解纠纷 ， 让当事人打一个通
俗 、明白的官司 。要坚守职业道
德 ， 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
忍 、 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
怠 ，让当事人打一个放心 、满意
的官司 。

邓海建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
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
回应的通知》， 要求对涉及特别重大、
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 最迟应在
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其他政
务舆情应在48小时内予以回应， 并根
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

国办的这一《通知》，可视作政务
舆情进入 “主动回应时代” 的重要标
志。事实上，在互联网已进入中国22个
年头的当下， 越来越多部门和当事人
已认识到：“捂盖子”的功夫再高，涂脂

抹粉的能力再强， 也架不住真相和媒
体的追问；在政务舆情上“撕”得越厉
害，被公共舆情的“洪荒之力”伤得就
越深。

政务舆情回应不仅是危机公关的
技术，更是塑造权力公信的艺术。早在
今年4月，国办就曾印发《2016年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要求特别重大、重大
突发事件发生后， 相关部门应在24小
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这个 “24小时
内”，应视为回应重大政务舆情时间节
点的下限。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
究所发布的 《2009年中国网络舆情指
数年度报告》曾指出，75%的重大新闻

事件在报道后的第2至4天网络关注度
最大，因此，“黄金24小时”一度成为官
方应对舆情危机的最佳节点。 但随着
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黄金24小时”
早已升级为微博时代的“黄金4小时”、
微信时代的“黄金1小时”。时至今天，
如果舆情非要等到24小时左右才回
应，恐怕“黄花菜都凉了好几遍了”。

积极拥抱政务舆情 “主动回应时
代”，需要在“快、准、狠”上下功夫。如
果仅仅是“回应迅疾”，却王顾左右、隔
靴搔痒， 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舆情
漩涡。 比如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
件经央视曝光后， 当地有关部门大篇

幅“快速”回应。结果呢，因内容存疑，
引发舆情发酵。 又比如眼下山东记者
被打事件，德州市公安局的反应也“堪
称神速”，同样因存在疑似“硬伤”，反
倒成了舆情升级的催化剂。凡此种种，
都说明回应政务舆情， 除掌握舆情的
第一时间点外，还得直面舆情核心、诚
意发掘真相，既要准确判断舆情走向，
更要“狠”心自我加压。

当镜头下执法成为常态， 当政府
信息公开成为定规， 政务舆情回应不
及时不到位，显然是另一种失职渎职。
站到舆情最前台去， 不给流言留滋扰
之地，“24小时”之内，大可作为。

江德斌

8月14日凌晨， 演员王宝强发表声
明宣布离婚，并曝出妻子马蓉与经纪人
宋喆有染。消息甫出，立即引来大批媒
体跟进报道和网友热议，俨然成为网络
媒体的自娱自乐的狂欢。

不知从何时开始， 演艺界明星的婚
变就成了娱乐圈内外吸引眼球的热点新
闻，更何况还掺杂了“婚内出轨”、“老婆
跟经纪人好上了”等狗血剧情。无数网友
的兴奋点瞬间被激活， 有人甚至连觉都
不睡了，纷纷在微博、朋友圈里刷屏。一
夜之间， 该事件就成为网络乃至线下最
热门的话题， 甚至将如火如荼的奥运比
赛挤下头条， 大家都在讨论王宝强离婚
事件的未来走向。

不过，这样真的好吗？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 王宝强的

一面之词已占据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
点，令马蓉、宋喆遭到网友的集体谴责和
辱骂。但在明星离婚事件中，公开的消息
背后往往潜藏着更多不为人知晓的秘

密。在婚恋这事上，明星跟普通人并无本
质区别，分分合合多为人性与利益所致。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明星，其婚姻均
受到法律保护，“王宝强离婚”也需走法
律途径，相关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等
都要依法裁决。王宝强在微博上自揭家
丑， 虽然暂时赢得网友的一致支持，却
很可能对子女造成不可预测的伤害，并
非上策。

再观网友和自媒体，更是对“王宝
强离婚”津津乐道，将各种靠谱、不靠谱
的资料都晒出来，妄加评点一番。这种
将明星私事演变成公共事件，实际上侵
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特别是有人公然
将王宝强子女的照片与其经纪人做肖
像对比，建议做亲子鉴定等，更是严重
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

中国式离婚总是牵涉到太多方面，
遭遇太多无谓的干预， 令人精疲力尽。
“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
欢喜”，人生路上情尽缘绝，已是伤心之
事，少一点攻讦和阴谋，多一点包容和
释怀，岂不更好？！

回应政务舆情
不及时不到位就是失职

始终坚持
司法为民不动摇

“王宝强离婚”的网络狂欢
该歇歇了

“职业打假人”不受保护值得商榷
新闻漫画

新声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罗重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向未来，面对
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作为党领导的人
民法院，不忘初心，就是要始终坚持司法为民不动摇，坚定不移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向前进。

罗重海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