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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提出，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切
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以网络售假的蔓延为背景，建立并完善史上最严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不妨先拿网上的售假行为开刀。

今日关键词 网络售假今日评论

网络何以成了假药“重灾区”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假药销售渠道转向
网络。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网上药
品销售额已达16亿元，近年来，
公安部侦破制售假药犯罪案件
2.8万起。网络本身具有的开放
性、辐射性、虚拟性等特点，使网
络销售对消费者的迷惑性更
强。由于违法成本低，药品违法
犯罪呈现跨区域、集团化倾向，
互联网渐成售假重灾区。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
购在带给消费者极大便利的同
时，也为一些不法经营者带来可
趁之机，网络交易侵权正日益成
为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重灾
区”。与一般生活用品相比，假
药似乎更加难以被普通消费者
识别，从源头堵住假药涌入互联
网，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健
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用最严格
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
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以网络售假的蔓延为背景，建立
并完善史上最严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体制，不妨先拿互联网虚拟
市场上的售假行为开刀。

毋庸讳言，互联网不仅覆
盖广泛，而且隐蔽性较强，这些

特点使网络售假本就不易监
管，一些网络售假者将假货生
产、存放和销售分开，以此规避
监管，更有甚者，将网络销售的
服务器终端放在国外，并不停
地更换电脑IP地址。近年来，
网络药品与食品交易日渐成为
投诉重点，然而，与“武装到了
牙齿”的网络售假者相比，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的技术手段却普
遍较为落后，应对传统市场的
监管手段，已远远不足以有效
监管网络食品药品交易。

网络售假泛滥的另一个主
要原因是，网络打假的管辖权存
在多头管理的弊端，网络交易监
管涉及公安、工商、质监等多个
职能管理部门，但只有符合构成
刑事犯罪且涉案金额较大的案
件，才会被公安机关受理。网络
售假的单笔金额也许不高，但在
售假者“漫天撒网”的过程中，其
累积金额并不低，问罪门槛的存
在，往往使售假者的违法代价过
于轻微。不仅如此，“各自为战”
的监管者在面对网络售假时，效
率也往往大打折扣，以网络销售
假药为例，虽然网络诈骗信息随
处可见，但多数案件都是执法人
员在实体店中发现假冒药品后，
才顺藤摸瓜发现了幕后的网络
交易链条。扭转这样不利的监
管局面，有必要制定国家层面的
严格法律。

去年12月10日，全国打假
办副主任柴海涛表示，2014年
将重点打击互联网售假。与此
相呼应的是，今年3月15日，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国家工
商总局发布的《网络交易管理
办法》正式实施，其中不约而同
提到了“网购 7 天无理由退
货”。如果说此举旨在确保放
心消费的话，《网络交易管理办
法》中明确的“网络交易纠纷管
辖权”，则有助于以精准的管辖
权追究售假者的责任，从而降
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如此事
前预防与事后追责为一体的监
管机制，当有助于推动网络市
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
销售假药的蔓延也为民众正确
用药敲响了警钟——2012年
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显
示，包括合理用药在内的基本
医疗素养仅为9.56%，能够正
确阅读药品说明书的居民比例
约为 15%。在九成民众不懂
得合理用药的背景中，有病乱
抓药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不
免给兜售假药者以可乘之机。
在加强制度监管的同时，提高
公众基本医疗素养同样不可或
缺，尽快补上这一课，不仅有助
于避免滥用药品，同时也可以
提高公众对假药的甄别判断
能力。

□王石川 文 赵顺清 图

在交通系统内部，关于收费
高速公路的未来走向始终颇具争
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交通运
输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高速公路所收的费用背后是
一个庞大的体系。从人员上来
说，公路养护、管理的人员，收费
系统本身所牵扯的人员，数量是
非常庞大的，削减这部分工作岗
位可能引发很多连锁反应。”在某
次座谈会上，一名交通系统官员
也说：“如果到期即停止收费，将
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和风险。”（据
《华夏时报》）

收费公路到了期限，停止收
费，不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吗？
令人愕然的是，一些收费公路到期
后，换个马甲照样收费，甚至连马
甲都懒得换，直接延长收费。原因
在哪里？与相关企业和部门不愿
意放弃既得利益有关，它们把收费
公路当成提款机，欲壑难填。

面对舆论质疑，相关人员给
出的借口苍白而轻佻，所谓的“如
果到期即停止收费，将会引发一
系列问题和风险”，极其不负责
任，有威胁之嫌。且不说到期停
止收费会不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和
风险，即便有问题和风险就可堂
而皇之地继续收费？不该收的一
分钱也不能收，否则就是违法，就
是绑架公共利益，就是鱼肉民
众。害怕停止收费会引发问题和

风险，难道不害怕继续收费会带
来更大的问题和风险吗？

拿引发风险说事，这种论调
很常见。比如，面对中央持续反
腐，有人说反腐会影响经济发展，
影响官场稳定，影响正常工作等
等，这不是扯淡吗？容忍腐败大
行其道，才真的影响经济发展
吧？一些地方动辄拿稳定说事，
比如某企业主因违法被抓，当地
政府居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
上级政法委请求放人，理由是如
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某
地强拆闹出人命，当地政府发函
给两级法院请求“慎重量刑”，理
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拿法
律开玩笑，难道不怕闹出更大的
不稳定吗？遵纪守法，维护法律
尊严，才有真正的稳定。

其实，所谓的引发问题和风
险是假，不愿意舍弃不合法的利益
是真。高速路一旦不再收费，收费
站就要撤销，不仅难捞油水，而且
无法安插亲属进收费站了。一名
曾就职于原京石高速的收费员透
露：“现在很多地方高速公路收费
员这个岗位被看成是香饽饽，这个
职业的从业者年龄大多在20到25
岁之间，很多都是安排进来的，他们
当然不愿意把它取消。”这就道出了
真相！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伤害
公众利益，该是多么顽固和寡廉
鲜耻？一而再再而三地变着法子
乱收费，难道不怕激化社会矛盾
和冲突？

到期仍收费，休拿风险说事

新闻延伸

□于文军 文 朱慧卿 图

据报道，11日中午，南充
市市民母萍收到手机短信通
知：银行卡有 4.96 亿巨款进
账。后通过银行查询属实。她
联系了银行工作人员，最终成
功退还这笔巨款。

4.96亿巨款可谓“天文数
字”，银行出的这个错不是小
事。母萍所在的单位知道这件
事后，还对她进行了嘉奖，可出
了错的银行竟然以“不清楚这
个事情，不方便接受采访”为由
挂断了电话，拒绝记者采访！

母萍如数退还巨款，属于
“拾金不昧”，避免了银行的损
失，且为此奔波折腾。按常理，
银行应当奖励母萍。但银行无
动于衷，麻木不仁，甚至连起码

的感谢都没有！的确，也许
4.96 亿元在银行眼里不算什
么，是小钱。但银行不要忘了：

这些钱不是银行自己的，是国
家和全体国民的，不是你们傲
慢的资本！

市民退巨款，银行岂能麻木不仁

笑称“死了人事就好办”
如此县官应该辞职
□惠铭生

巧家县通乡油路工程长期拖
欠农民工工资不处理，农民工 12
月10日去县委反映情况。“副县长
唐国彪竟笑称，‘随便你们上访，
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农民工
李发林一气之下在县委大院内

“当着副县长的面拿出毒药敌敌
畏一饮而尽”。据悉，副县长唐国
彪系通乡油路项目指挥长。（据
《西安晚报》）

一项工程项目，竟然欠薪千万
元！在年关来临之际，收入原本微
薄的农民工们焉能不心急火燎？

既然这是一项政府工程项
目，而副县长又是该项目的指挥
长，被欠薪者到县委大院找副县
长，不管是寻求政府协调，还是直
接讨薪，都合情合理，政府官员都
有责任和义务去问一问、管一
管。面对可怜的讨薪农民工，竟
然摆出一副流氓赖皮的嘴脸，笑
称什么“随便上访，死了人事就好
办”，这不仅让讨薪者心灰意冷，
也让公众齿寒不已。

这是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吗？
若说不是，他却屁股坐在副县长

的位子上，拿着百姓的纳税钱；若
说是，听其言、观其行，他既无半
点怜悯情怀，更无半点职责担当，
对百姓除了冷酷外，就是嘲讽和挖
苦，丝毫看不到他做人的底线与权
力伦理在哪里，地方百姓哪会需要
这样的副县长当“父母官”呢？他
的在位，可谓是地方之不幸。

人的生命是第一宝贵的，谁
都不能漠视和践踏，作为一县之
副县长，焉能诅咒讨薪农民工“死
掉”而“好办事”！告诉你，即便讨
薪者喝药自杀，但不会“一死百
了”——譬如，欠账逼死人，得有
官员担责；人死欠账不会了，追讨
不会停止。尤其是，“逼死”被欠
薪者，会冷了百姓的心，愤怒了无
数的人……

这类人担任一县之副县长，属
于典型的“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
的锅的人”，其所言所为，不仅让百
姓愤懑、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
而且还会让官民“鱼水关系”演变
为“水火关系”。所以，笑称“死了
人事就好办”的这位县官，还是请
您辞职，走好不送！否则，地方公
权部门和老百姓总有一天会毫不
留情地将其赶下台去。

□毛旭松

12月 13日下午，河北省
廊坊市永清县刘街乡徐街村
春蕾幼儿园的房屋倒塌，造成
3名儿童死亡，3名儿童受轻
伤。（据《京华时报》）

从上月蓬莱校车事故到
如今廊坊幼儿园坍塌，不足30
天时间，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校
园事故，数十名幼小生命逝
去！悲剧难道真是无法避免
吗？看看那些事故照片，简陋
的黑校车里塞满了孩子，破旧

的幼儿园简直是危房中的危
房！公众不禁要问：农村孩子
为什么不能拥有城市孩子那
样的安全教育环境？

农村撤点并校之后，农村
孩子上幼儿园也要到镇上，因
父母们为了谋生去了城市打
拼，接送孩子的重任交给了家
中老人和黑校车。撤点并校
的初衷是希望能将有限的教
育资源集中起来提高农村教
育水平，但实际效果显然跟初
衷相距甚远，有些地方的师资
力量并不见明显改进，甚至客

观上诱发了一起起校园悲剧。
安全问题是整个农村教育

链条上至为关键的一环，事不
宜迟，悲剧不能再上演。建议
近期由教育部牵头，全国各地推
行重点治理农村教育安全的专
项行动，调拨专门资金加固校
舍、配备专业校车、加强校园安
保，让农村孩子们也能在固若金
汤的学校里安心学习。另外，发
动社会公益力量关注农村教
育。这样，既有国家层面政策的
支持，也有民间慈善机构的参
与，这是农村教育的方向。

坍塌的幼儿园为何都是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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