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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挂’在章程里的倒是
时间很充沛，可是我们敢休吗？
能休吗？”不少民众“吐槽”，假期
都成了“挂在墙上，写在书里，休
在梦里”，媒体及各门户网站多次
报道及问卷调查显示，“带薪休
假”落实状况堪忧。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斌
指出，带薪休假制度在中国无法
得到完全落实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目
前的文化环境，是要充分调动民

众的积极性进行生产建设，是一
种拼搏的文化，而不是休闲的文
化。”

另一方面，保障制度的缺失
是带薪休假落实的关键。“美国每
个员工都有年假，可以休也可以
不休，如果不休，假期加班是没有
收入的，这就是以制度来鼓励员
工适时休假。”李斌说，另一方面，
中国的工会机制功能不够强大，

“当休假的请求被驳回，或者休假
影响了员工的薪酬、上升空间甚

至职业稳定性的时候，维权力量
不够强。”

蔡继明建议，落实带薪休假，
首先要领导带头，在社会上树立

“休假是光荣的、不是可耻的”观
念，普及休假是公民权利的观念；
其次，带薪休假制度的实施条例
要更加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既
要工会、劳动人事部门加大日常
监督，也要每一位公民提升维权
意识。

（据新华社长沙5月3日电）

小长假刚过 “吐槽”声又起

放假咋安排才能顺民意？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 3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4 月份中
国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为
54.8％，比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4月份中国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3.4％，比上月上
升 0.6个百分点，其中邮政业、生态
保护环境治理及公共设施管理业、
航空运输业等位于 60％以上的较
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明显；
餐饮业、道路运输业等商务活动指
数位于临界点以下，业务总量减
少 。 建 筑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为

60.9％，虽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
点，但仍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从分类指数看，新订单指数与
上月持平，收费价格指数位于临界
点以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与上月
持平。4 月份中国非制造业新订
单指数为 50.8％，持续位于临界点
以上；收费价格指数为 49.4％，比
上月下降 0.1个百分点，位于临界
点以下，表明非制造业企业的销售
或收费价格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业
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1.5％，继续处
于较高景气区间，表明非制造业企
业对未来 3个月市场预期乐观。

新华社石家庄5月 3日电 记
者从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了解到，三地正在筹建京津冀人
才信息统一发布及共享平台，海量
的招聘、求职等信息将通过该网络
平台发布。

据介绍，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步伐加快，三地经济交流将更加密
切。京津冀各自发展特色不同，使
得三地人才交流能够互补。比如
过去很多人才一门心思往北京挤，
现在如果北京一些企业和单位外

迁，将把一些在京和准备进京的人
才导向天津与河北，加速三地人才
自由流动的频率。

三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为实现京津冀区域人才协调发
展，针对目前发布人才招聘信息各
自为战的问题，正在联合打造一个
京津冀区域人才信息统一发布及
共享平台，便于求职者和用人单位
查询。与此同时，三地将定期联合
举办京津冀区域人才现场交流活
动，实现线上、线下互动。

据新华社成都 5 月 3 日电
记者 3 日从四川省政府了解到，
根据四川省贯彻《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细则，四
川将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建设标准，明确提出党政机关办
公用房不得定位为城市标志性建
筑。

四川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川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建设相关政策。办公用
房建设必须体现庄重、朴素、实用、

安全、节能的原则，建设规模、单位
综合造价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办公
用房建设标准和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不得定
位为城市标志性建筑。

同时，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外
立面不得搞豪华装修，内装修简洁
朴素。必须符合土地利用和城市
规划要求，从严控制用地规模，严
禁超标准占地、低效利用土地，不
得占用耕地，不得配套建设大型广
场、公园等设施。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记者 3日获悉，世界著名学术机构
英国皇家学会日前公布新当选会
员名单，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当
选为外籍会员。此次选举共产生
了 50名会员和 10名外籍会员，与
白春礼一同当选为外籍会员的科
学家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
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等，他们各自
在纳米科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医
学和太阳能电池技术等领域做出
了开拓性贡献。

英国皇家学会发表公报说，白
春礼是纳米科学领域的先驱之一，
在相关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白

春礼还是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
德国等多个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
院士。他在 2012年当选为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院长，这是 30 多年来
中国籍科学家首次担任这一国际
科技组织的领导人。

英 国 皇 家 学 会 成 立 于 1660
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且唯一
未中断过运行的科学学会，会员为
终身荣誉，通过选举产生，代表了
英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平。自 1915
年以来，皇家学会的历任会长都是
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达尔
文、牛顿等著名科学家都曾是该学
会会员。

据新华社天津 5 月 3 日电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5月 5日 21
时 59分将迎来“立夏”节气。专家
提示说，立夏后天气渐热，养生应
重视静养，最需护心。

每年阳历 5月 6日前后太阳到
达黄经 45度时，为立夏节气开始。
气象资料显示，按气候学的标准，日
平均气温稳定在22℃以上为夏季开
始。立夏前后，我国只有福州至南
岭一线以南地区真正进入夏季，全
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在 18℃～
20℃上下，正是仲春和暮春时节。

立夏后，天气逐渐变热，人们

易烦躁不安，出现睡眠不好、血压
升高等症状，此时人们最需“平心
静气”。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建议人们，顺
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及时调节
自己的生活节奏，加强对心脏的保
养，保证充足睡眠。

另外，“汗”为心之液。随着气
温上升，人们容易出汗，必须及时
补充。除了多喝水外，还应多吃富
含水分的蔬菜和水果。在饮食调
理上，要低脂低盐，多维生素，清淡
为主。

4月份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4.8％

京津冀人才信息将共享

四川禁止将政府办公用房
定位为城市标志性建筑

白春礼当选英皇家学会会员

5日“立夏”注意“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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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有三招

同一款皮带，在淘宝的代购价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专柜小
票齐全、物流信息完备，且宣称可
以“专柜验货”，就一定是正品吗？
多位代购店主和买手向记者揭秘
了造假的手段。

招数一：一日旅游变身“正品”
专业买手杜小姐说，正品代购

利润在 10％左右。但在沿海地区，
有很多奢侈品高仿厂家。那些号
称是海外代购的网站，就从这里买
包，邮寄到国外，经国外再销售给
国内的代购客户。尤其是包包等
大件物品，“一日游”就能赚好几万
元，甚至法国也有专门的售假网
站，方便买手下单，事实上网站货
源就是来自国内。

招数二：邮寄空箱伪造“物流”
淘宝代购店店主何小姐表示，

消费者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物流造
假也愈加普遍。消费者要求从国
外邮寄的物流凭证，许多卖家便找
国外朋友邮寄空箱子回来，制造物
流凭证。“身边很多同学都在帮人
邮寄箱子，赚点外快。”

招数三：小票也可“私人订制”
何小姐说，以前买奢侈品牌看

小票、身份证，基本就能辨认了。

可现在网络上很方便就能买到海
外代购假票据，从 10 元到 40 元不
等的高仿假小票可以轻松仿冒中
国香港、新加坡、法国专柜票据。

维权遭遇多重“难”

为了规范市场，不少电商平台
纷纷推出“全球购”等认证，但并未
能完全堵住造假的漏洞。

法国留学生、淘宝代购店主单
先生说，虽然淘宝“全球购”认证需
要提供物流单、采购发票等，但不
是每一单都要。不少全球购店主
就真假掺着卖，而且只给顾客提供
物流单复印件，保证手上有物流
单、采购发票，“随时应付检查”。

而消费者即使明知是假货，也
很难“退一赔四”。根据电商平台的
规定，若退一赔四需要出具原厂的
鉴定证明，商家承认商品假货的聊
天记录截图、品牌商鉴定报告、工商
局假货没收函，证明货物是假货。

“ 专 柜 验 货 ”只 是 听 起 来 很
美。记者先后拨打了古驰、LV、浪
琴等品牌在大陆的官方电话均被
告知，不为个人提供任何产品鉴定
服务，品牌也没有授权一些电商平
台销售产品。

假 货 盛 行 ，网 购 平 台 是 否 在
“掩耳盗铃”，成为热议焦点。甚至

有内部人士认为，到底是管理疏
忽，还是有意纵容，“很难说得清
楚”。

消费者也难以举证。联合事
务律师所律师胡雪说，一般要经过
行政或司法机关的调查，才可以确
认“明知或应知”。如果真的发生
纠纷，电商平台完全可以通过非自
营、店中店等各种借口推脱责任。

谁来监管“店中店”？

“店中店”销售真假难辨，并非
一家平台的问题。而在不断被曝

光的造假售假手段面前，究竟谁该
被彻查，由谁来进行彻查，却仍然
是一个问号。

“将事前审查的责任完全赋予
电商，这也很难实现。”同济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但电商平台
应建立先行赔付的渠道，一有投诉
帮助消费者维权，然后向第三方追
偿。

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
会常务副会长邱宝昌说，根据新消
法，网购平台如果明知或者应知它
销售的商品是虚假的，不采取措施
去屏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
盛说，以“店中店”为主的平台，相
当于集贸市场，管理可以相对宽
松；但自营为主“店中店”为辅的平
台，相当于百货公司，应率先实现
先行赔偿，才能增加它管控商家的
动力。

业内人士介绍，平台对第三方
店铺的监管不能只停留在入驻时
期，而是应长期、定时进行。“毕竟
消费者是信任某一个平台，平台应
该在持续监管上负起责任。”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

（据新华社上海5月3日电）

“李鬼”众多难防范 买了假货难维权

海外代购 小心“忽悠”
接受验货、境外物流、专柜小票，在海内外价差的诱惑下，这种

“不出国门，购遍全球”俨然成为消费者的宠儿。
表面看，说明书、保卡、专柜小票一应俱全，物流信息从国外到入

关环环可查，实际上，小票是打印的、物流是空造的、产品是高仿的。
海外代购成为假货“集散地”留下一个思考：谁该被彻查？谁来进行
彻查？

视觉 新闻

5 月 2 日，在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龙脊古
壮寨，游客和当地群众在梯田里参与“抢翠鸭”活动。

均为新华社发

5 月 3 日，行人在北京东三环顶风前行。当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大
风蓝色预警，预计下午到夜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 6 级以上大
风，阵风 7～8级。 新华社发

中国游客骑车通过吉林图们口岸进入朝鲜境内（5月 2
日摄）。位于中朝边境的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 5 月 2 日正
式开通首条中朝跨境骑行游线路。

大风袭京城

5 月 3 日，旅客通过石家庄火车站检票口准备乘车。当日是“五
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石家庄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全站将
发送旅客 12万人次以上。 新华社发

五一“小长假”，似乎一眨眼就过完了。每到假日最后
一天，“吐槽”声总是此起彼伏——“连上六天班的日子开
始了”“第一天和第三天都堵在路上，本质上就游了一天”

“年假？探亲假？早都给‘挂起来’了”……休个假，为何休
出如此多的“吐槽”？根源在哪里？该如何破解？

“调来调去，感觉更累了。”合
肥市民陈明说，“三天假回老家，
一来一回就够累了，回来还要连
干六天，累！”

全国假日办 2013年在多家门
户网站同步发起一项调查问卷，其
中新浪网在问卷发布两天后的统计
数据显示，有超过 57％的网友认为
不应该保留调借周末形成的黄金

周，超 58％的网友认为无必要将 1
天的节日调借周末形成3天长假。

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
责人、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蔡继明
告诉记者，从世界假日安排的构成
来看，首先，双休日对劳动者起到
劳逸结合的作用，“应该是雷打不
动，不能随意挪动的。”其次，法定
纪念日与节日往往是对一些重大

民俗、文化、历史事件的纪念，目前
我国是 7个节日共休 11天，这部分
假日功能是纪念的作用，从世界范
围来看，往往安排一天假期。

“事实上这种挪出来的小长
假难以满足出游需求，而节后的

‘六连上’‘八连上’又容易让公众
产 生 疲 劳 感 ，生 产 效 率 大 打 折
扣。”蔡继明说。

在浙江工作的基层公务员王
小安（化名）老家在外省，他说：

“回家路程至少一天，去一天回一
天，可怜兮兮剩一天。”

全国假日办“关于法定节假
日放假安排的调查问卷”中，新浪
网获取的一份实时调查结果显
示，有 80％以上网民表示对现行
法定节假日安排不满意。

武汉大学旅游发展与营销中
心主任熊元斌认为，现行的节假日
安排存在一定的不科学之处，“比
如五一，三天假是绝对不够的，因
为春季是最适合旅游、出行的时
节。”他说，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尽
管老师、学生有假，但经受酷暑的
一线工人们却没有，“在最应该放
假的 6、7、8、9 月并未设置全民假

日，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断层。”
安徽大学旅游系主任李经龙

建议，可以改变“一刀切”的一天
式和三天式放假，适当根据传统
文化差异和人们的习俗作出调
整。“比如中秋假期，在传统文化
里是家庭团圆的日子，返乡人口
多，全家出游也多，可以适当增加
假期。”

“休三天干六天，这是‘挪’还是休？”

“去一天回一天，可怜兮兮剩一天”

“假期？章程里倒是有，敢休吗？”

5月3日，游客在宁夏苏峪口高山崖壁栈道上游览观光。
苏峪口高山崖壁栈道高低最大落差1000米，栈道全长5.3公
里，是目前西北地区高低落差最大、最长的高山崖壁栈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