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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经常有拖着行李箱的陌生人出
入，小区成了‘大酒店’!”近日，长沙市民
刘先生致电《三湘都市报 》称 ，今年来 ，
自己所在的小区民宿开始扎堆出现。记
者调查了解到 ，在长沙 ，不少开进城市
居民楼内的“网红民宿”因扰民、存在安
全隐患而被其他业主投诉。

近年来， 从农村到城市，“民宿”可
谓火得一塌糊涂 。 为了能融入当地生
活 ，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入住城市民
宿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 《2017年民宿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 ，我国民宿数
量从2016年末的5万多家发展到2017年
末的20万家。民宿直接从业人员达到近
200万人， 民宿行业营业收入达362.8亿
元 。 这里边包括了数量庞多的城市民
宿。

不过 ， 城市民宿大多属于无证经
营，导致该行业乱象丛生。

据了解 ，现行政策体系下 ，一家城
市民宿要合法经营至少须取得 6个证
件 ：卫生许可证 、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

证 、特种行业许可证 、消防检查合格意
见书，以及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餐饮服务
许可证。想要拿到这些证，难度不小。

以取得公安部门的特种行业许可
证为例 。要想拿到这个证 ，先要拿到消
防部门的消防检查合格意见书，相关法
规规定， 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以上
的公共场所或者人员密集场所，需要到
消防部门办理手续 ，200平方米以下的
在当地派出所办理。城市民宿由个人住
宅改建，一般不到200平方米，达不到特
种行业许可证的办理面积要求。 那么，
200平方米以下的城市民宿究竟该怎么
办理消防检查合格意见书，派出所又该
出具怎样的证明，经营者才能拿到特种
行业许可证？ 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此
外 ，要办理其他许可证 ，现有管理政策
也存在针对性不强 、 可行度不够等问
题。

眼看着城市民宿这一新兴业态日
渐繁荣，对这一行业立法或者出台相应
配套政策就应提速 。只有引导 、规范其
走上正轨 ， 城市民宿方能实现健康发
展。

何双江

“双11”大幕尚未正式拉开，电商争夺
战已经如火如荼。10月10日前后， 拼多多
平台“3年庆活动”主会场几乎所有品牌商
家遭遇 “强制二选一”———即被限制、排
斥参与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
活动，导致大批品牌商家被迫退出活动、
下架商品，甚至被要求关闭旗舰店。

商场如战场 。 从市场逐利的本能
看，无论哪个优势方提出“二选一”的主
张 ，都不算奇怪的事情 。不过 ，法治在
先 、规矩在前 ，市场交易才能始终在公
平与公正的维度内打转。

这几年， 电商零售屡创新高。2017
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到7.2
万亿元 ；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中 ，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从2015年的10.8%
上升到2017年的15%。 电商市场之所以
能够迅速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就在于它
大大拓宽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能够更
好地“货比三家”，不再受到不必要的限
制。而强制“二选一”却是对这种局面的
破坏。

对于消费者来说， 原本在一个平台
就能够“货比三家”“一网打尽”，商家站队
后， 则意味着在同一个平台的选择自由
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 这实际上抬高了
消费者的购物成本。同时，被迫要求站队
的店家，失去了更多的推销和展示平台，
意味着市场机会被大大压缩。此外，“二选
一”会固化垄断平台的优势地位，小商家
要支付高额“流量费”“入场费”才能抛头
露面，意味着市场风险大大提升。

电商平台本是借助开放红利而壮
大的 ， 在赢得市场后却走起了 “回头
路”， 这只能说是对市场规则欠缺足够
的敬畏。

今年6月出台的《2018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行动 (网剑行动 )方案 》对电商明令
禁止“二选一”；即将于明年1月1日试行
的 《电子商务法 》也明确规定 ，“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
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
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
经营者的交易实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
加不合理条件”。对此，电商平台不能装
糊涂，监管部门也不能含糊。

毛建国

正在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区， 探索让
在学校读书的学生直接到职能部门挂职锻炼。来
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30多个不同专业的
47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分别前往通州区15家机关
单位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挂职实习。

以往挂职大多是“自上而下”，从上级机关
到下级单位挂职，以增加实际工作经验；后来出
现了“自下而上”，下级单位的人也可以到上级

机关挂职，以全面锻炼自己的能力。高校也曾派
人到地方挂职，但多为高校教师。现在北京通州
区探索在读学子到机关挂职， 再一次丰富了挂
职的内涵。

这种挂职，对于全方位培养、提升高校在读
学子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学习大多停留
在理论层面，让大学生到机关挂职，能够助推他
们理论联系实际，迅速拉近与未来工作、现实社
会的距离。

学子到机关挂职的意义， 不仅体现在提升学
子实力上。高素质人才骗不来、忽悠不来，要吸引

他们，一定要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选择的基础之
上。通州有关方面介绍，让还没毕业的研究生来挂
职，可以加强双方的了解和认知，坚定优秀毕业生
选择通州作为职业发展起点的信心。

让大学生到机关挂职，也有利于改革创新。进
入新时代，改革发展、社会治理有新要求，对公职
人员的能力、作风提出了更高标准。学生们思想解
放，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虽然在经验上有所欠
缺，但长于创新、创造，而这通常是较为年长的公
职人员的弱势。帮助他们打破相对封闭思维，需要
内部突破、激浊扬清，也需要借助外力、开窗换风。

招聘“网上点赞员”
系骗局

“点赞一单0.5元至2块，日薪80到150块没问题。时
间自由，单量不限，多劳多得，工资日结，不收押金，不
收会费……” 最近， 微信群、QQ群里出现号称招聘抖
音、快手点赞员的信息，引起不少网民关注。警方提醒，
这是类似淘宝上“刷单诈骗”的一种网络骗局。

从曾经的招收 “快递录入员”“小说打字员”“兼职
刷单”到现在的招聘“抖音点赞员”，骗子的套路可谓花
样翻新。然而，套路的背后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为了骗
钱。网民不能轻信“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带有
营销、 钱款等名目的视频， 更不要轻易向对方转账汇
款，如发现被骗要立即报警。

文/图 朱慧卿

城市民宿亟待规范管理

“强制二选一”有悖市场开放规则

在读大学生挂职机关的多重意义

新闻漫画

朱永华

这几天， 一场荒诞离奇的家庭悲剧引发大众
无尽的唏嘘：新化县一女子戴某为了追随“车祸身
亡”的丈夫何某，在朋友圈发出“绝笔信”后，带着
一双儿女投水自尽。荒唐的是，两天之后，何某安
然现身，并痛悔自己的“自私和愚蠢”。经有关部门
查实，何某是为骗取保费制造了车祸假象！

戴某“绝命书”中流露的对丈夫的依恋、不
忍亲人分离带上儿女殉情赴死的“果决”，让人
不禁为他们坚贞的感情动容。可以想见，何某平
日在家庭中也是担任着“好丈夫”的角色。然而，
他为了骗取保费，不惜以生命相搏，制造车祸假
象。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他甚至没有把他的“精

心谋划”告诉妻子。何某的行为无疑严重触犯了
法律，粗暴践踏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道德。对
家人的爱护守望和对公德的漠视践踏交织缠绕
于一身，真是可怜、可叹、可悲、可恨！

对血脉亲缘情真意切， 对周边他众熟视无
睹；为小家之私爱不遗余力，为攫取利益不择手
段。 这种悖论反差何尝只是在何某一人身上呈
现？不错，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人的成长
进步都是从家庭出发。爱护家人、眷顾家庭是人
之天职和本性使然。但是，人类自从有了文明，
就有了公序良俗。如果一味顾及私爱，无视公共
秩序、大众利益，苦心经营的私爱就失去了踏实
的着落，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这
种扭曲的价值观在现实中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为了落榜的孩子上大学，不惜冒名顶替；为了兄
弟的生意，卫生环保等原则可以“灵活处理”；为
了家族公司的利益， 敢于对自己掌控的国有企
业“釜底抽薪”。这些人奉行的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社会的文明进步一直伴随着私爱与公德的
竞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把亲情私爱扩展为众生大爱、把小我情怀
上升到天下情怀， 是私爱与公德之间达到高度
契合的理想境界。 让私爱与公德实现 “和平共
处”、 和谐同进的有效手段就是公德与法制。循
法制之道就是尊重公众的利益， 有公德之心才
能让亲情挚爱行稳致远。 私爱与公德本应同向
而行、一路相随。

悲剧源于有私爱无公德无法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