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13 日 星期四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季枫 邮箱 dhbjrgd@126.com

AⅠ·04 时评

今日评论

关键词 手机浏览器

手机浏览器不能成为监管盲区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 托 纸 媒 ，大 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大河客户端

豫直播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标配，手机浏
览器无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手机 APP 之
一，
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手机浏览器
用户已经达到 6.81 亿，行业渗透进一步加
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
手机厂商自带怎样的
信息流平台，
手机浏览器推荐什么样的信息
内容，
都关系到用户能否获取有效的信息、
享受更高品质的移动生活。
对于软件供应商而言，预装一部手机
就意味着锁定了一个潜在客户，
即使不考虑
偷流量、
窃话费这样的拙劣行径，
仅从推送
广告、
占领市场的角度而言，
占领手机预置
软件中的一席之地都堪称一本万利。
围绕着
其中的巨额利益，
不仅很多手机厂商与软件
供应商形成利益合谋，
不少手机运营商也竞
相参与其中。
掺杂了太多利益的手机预置软
件，
自然不肯让人轻易卸载，
由此引发的消
费纠纷和维权案件随之日益增多。
实际上，针对手机预置软件存在的诸
多乱象，
工信部强调严管严打的态度始终如
一。
早在2012年6月，
工信部就曾下发通知，
明确要求，
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
手
机生产企业不得擅自安装调用终端通信功

近日，
全国
“扫黄打非”
办公室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为期 8 个月的网上低俗信息
专项整治。
人民网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智能
手机浏览器信息流内容存在着导向错乱、
价
值观偏离、
打情色擦边球、
低俗恶搞等诸多
问题。
用户往往会认为低俗信息的传播来自
内容创作平台和信息流推送平台，
实际上，
一些手机厂商也在其中起到了
“煽风点火”
的作用。
手机预置软件最初是为了实现基本功
能，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被装上各种软件
似乎成了手机的
“新常态”
，
这其中，
最常见
的就是预装手机浏览器。手机预置软件越
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少手机都
预置了自己的应用软件，根本不管这些软
件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有的直接绑定了有
合作关系的软件公司的产品，
更有甚者，
直
接为流氓软件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软件
悄悄在后台运行，随之而来的是泄露用户
隐私、
强行推送信息、
窃取话费流量等一系
列问题。

能，
造成流量耗费、
费用损失、
信息泄露的软
件。
2013 年 11 月，
工信部再次发布《关于加
强移动智能终端进网管理的通知》，
要求手
机厂商预装软件需通过相关部门审核。
现实
情况有目共睹，
虽然工信部屡次发文整顿市
场，
但由于缺少具体罚则，
效果似乎并不明
显。
杜绝手机自带浏览器藏污纳垢，首先
就应该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在此基础上斩断
黑色利益链条，
强化手机厂商的企业责任和
社会责任。
由手机浏览器推而广之，
对于手
机预置软件，
应该明确规定消费者可以自主
卸载，
同时明确
“不能卸载应该怎么办”
这个
问题。
随着手机价格战的不断升级，手机硬
件的利润日益微薄，
于是，
不少瞒天过海的
手机生产厂商寄望于通过软件
“创收”
，
由此
加剧了手机预置软件市场的混乱。
从长远来
看，
确保手机预置软件不再
“任性”
只是规范
市场秩序的第一步，
只有建立并完善手机产
业的长远发展规划，
才能在保障用户利益的
同时，维护整个行业的良好秩序和健康发
展。

河粉儿热评

快递员遭恶意投诉下跪道歉 派出所开证明：不必摒弃尊严求原谅
近日，
山东广饶圆通网点女快递员聂
桂英派送快递时因少了一个芒果，
被客户
张某投诉。聂桂英自掏腰包赔偿了客户
一箱芒果后，
仍遭到客户四次投诉并被公

司罚款 2000 元。随后快递员到客户家下
跪求原谅，投诉者见状报警，要求民警将
其带离。广饶县公安局稻庄派出所民警
了解情况后，为快递员聂桂英写证明“撑

关于通知提取“债权抵让资料暨债权文件”的公告
郑令召、马宏道：
2019 年 05 月 07 日您二人分别与河南昊泰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
简称“管理人”
）签订了《河南昊泰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与郑令召债权抵让
协议》
（
【2018】昊泰破管字第 0175 号）及《河南昊泰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与
马宏道债权抵让协议》
（
【2018】昊泰破管字第 0174 号），该两份协议签订后，管理人
曾多次通知您二人到指定地点办理债权抵让资料的交接暨交割债权文件，但您二人
一直未到管理人指定地点办理债权抵让资料的交接暨交割债权文件。故管理人又
于 2019 年 06 月 04 日将上述债权抵让资料暨债权文件分别通过中国邮政 EMS 邮寄
给您二人，但您二人未接收。现通知您二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前往河南省
郑州市管城区中兴南路 90 号嘉亿东方大厦 26 楼 2610 室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处接收上述债权抵让资料暨债权文件，若您二人未在上述限期
内接收有关债权文件，由此发生有关不利法律后果的均由您二人自行承担。
联系人：刘鲲鹏 李岩
联系电话：
0371-60110661
13262152668(刘鲲鹏)
18739999910(李岩)
河南昊泰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注销公告

郑州圆梦空间信息科技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46CRG352)，经 股
东会决议拟注销,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各位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9 年 6 月 13 日

市场服务
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腰”，称“不必摒弃尊严乞求原谅”，并建
议圆通退还快递员被扣除的工资，
将投诉
者加入黑名单。快递公司回应：
已免除处
罚，
事件正在核实中。

@人民微评：快递员摒弃尊严求原谅令人心酸，暖心民警有担当值得
点赞。但快递公司最该自省，妥善处理好顾客的投诉并维护好员工的合法
权益，是快递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碰瓷”式投诉，企业需要挺起员
工的脊梁。每个人活得有尊严，
社会才能有底线。
@么么水：民警必须要作出这个证明、说出这个事实吗？严格地说，民
警并没有这个义务。但民警没有止步于“尽义务”，而是连夜写好证明，第
二天交到快递员手上。执法者铁面无私，但不意味着他们是冷冰冰的机
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给出坚守公平正义的态度，给出这种态度的方式可
能是打击犯罪，可能是维护秩序，可能是扶困济危，而在这件事中，则是拿
起纸笔，
给出建议，
为正义撑腰。
方式虽然不同，但核心相同而唯一——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惩恶扬
善，维护这个社会的正义不受任何形式的伤害。我们说这份证明带着感情
有“温度”，源自对善良谦恭的守护，无微不至。对欺压良善的，挺身而出，
奋勇当先，一如这支队伍守护人民群众的每一次逆行，把安心留给身后的
人，让我们能够放心选择去做一个好人，不用因为“恶人”的存在而忐忑。
为民警点赞！
@一只癞皮狗：拿该事件来说，恶意投诉者遭到谴责，不冤。在内心植
入了尊卑观念，不尊重这些底层服务人员的尊严，本质上也是自贱。在快
递员自掏腰包赔偿过后，依旧多次投诉，这已经不是不与人为善，而是作
恶。身为用户，不能抱着“顾客是上帝”的思维去刁难服务者，而应对其抱
有起码的尊重。
而涉事快递公司起初不问是非、只看投诉情况的简单化处理，也需要
反思——他们身为快递员的雇用方，理应考虑到快递员群体被恶意投诉的
情况，
通过合理制度设计让他们免于“无尊严可言”
的境遇。
毋庸置疑，客户投诉管理制度的作用，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树立
商家良好的市场口碑。即使严厉一点，对消费者来说终究是好事。但这种
“严厉”
，不应是苛刻和变态，
更不应是商家转嫁责任的挡箭牌。
@楚门的外套：就像消除奇葩证明不能全靠派出所怒怼一样，遏制恶
意投诉也不能只靠民警的证明。此事之所以引爆舆论，就是因为刺痛了人
心最柔软的部分——每个普通劳动者的善良和尊严都不该被无情蹂躏。
虽然该事件只是极端个案，但考虑到不同行业中的类似现象频发，希望从
法规到快递公司，都借机弥补现有制度不足、完善处理流程，在保障用户权
益之余，
也能同时保障快递员的人格尊严。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