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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梦飞

“未成年”不能成为犯罪的“护身符”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一元夺
宝”十分火爆，许多人被其宣称的利
好所迷惑，迷上“一元夺宝”，购买了
很多期商品，也有很多网民因此损
失不少。

据上周的《人民日报》报道，有
名小企业主一年多在“一元夺宝”
亏掉了300多万元，导致企业倒闭、
信用卡严重透支；一名来自湖南偏远
农村的网友4天输光了16万元……
在“晒单分享”区，很多网友留言抱
怨投入太多、收获不值，有的质疑
确定中奖用户的方式不公平、参与
多次都没成功。

有人认为，“一元夺宝”既不算
购买彩票，也不算众筹，其性质还
有待确定。

实际上，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
购物专业委员会日前发布行业通
报，明确指出了一元购平台存在的
法律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看，一元购的营
销模式同样经不起推敲。国家严
格控制任何具有博彩性质的特许
行业，显然，“一元夺宝”平台并没
有获得相关批准。我国法律规定，
凡以抽签、摇号等带有偶然性的方
法决定购买者是否中奖的，均属于
抽奖行为，已违反国家反不正当竞
争法，并构成价格欺诈。

除了针对营销模式的分歧，一
元购平台自身的规则和其中设置
的一些问题也饱受质疑。无论采
取何种方式确定获奖用户，一元购
模式的信息都是不对称的，确定获
奖者的过程完全由网站控制。同

时，没有第三方公证，涉嫌严重的
商业欺诈甚至诈骗行为，而且商品
质量问题也无法保障，造成消费者
退换货难。

《新京报》上周报道，今年“3·
15”后，上千家餐饮供应商因无餐饮
服务许可证下线“饿了么”。然而，一
两个月之后，这些被下线的餐饮供应
者又上线美团或百度外卖平台，也不
乏个别店铺重回“饿了么”。

在这些监管触角没有延伸到
的线上黑店，商家们顺利将自己的
饭菜通过违规的渠道拿去出售。
而此时，本该负有审核、登记之责
的订餐平台却并没有按照《食品安
全法》履行查证验证责任，反倒与
这些餐馆共同掩盖虚假信息，欺骗
消费者，将违法行为延续至当下。

上周，新华社报道，韩先生在
携程网上订好单程机票，付款后竟
然“变身”联程机票，更匪夷所思的
是，这张联程机票的第二段航程竟
已被人申请退款，而韩先生本人对
此却一无所知。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互
联网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融入
到人们的生活、工作中。对于适应
互联网情境下的新生业态管理，是
当今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法治治
理面对的话题。凡是涉及互联网
的融资、投资、消费等活动，都需要
及时发现并弥补监管漏洞，实行规
范管理，确保消费者权益和健康安
全不受非法侵害。

从政府监管角度来看，国家有
关部门都曾以不同形式出面监管，

但是还存在着管理规则不统一、多
头管理、执法不到位、执法力量不
足等问题。这就需要明晰各部门
权责，着力提高各部门的管理效
率，实现管理创新，掌握互联网行
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避免监管

“慢半拍”和“打补丁”现象。
互联网+商业服务诞生以来，

“乱象”与“繁荣”就如一枚硬币的
两面，共存于行业发展的各个阶
段。由于互联网总能诞生新生事
物，而监管则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需要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实现互联网+商业服务线
上和线下的共同联动管理，让违规
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如果说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
网+商业服务出现问题可以理解，
那么传统服务业出现问题，则会受
到人们更为强烈的指责。上周，媒
体纷纷报道辽宁一男子王某在医
院手术室外等妻子剖宫产，却稀里
糊涂地被叫到手术台上做了痔疮
手术。医院并没有按照规范在术
前核对患者身份，更没有将手术时
间、内容、结果如实告知，只管拉上
手术台，割了收钱。

由此可见，在一些医院的医生
中，医德医风是何等低下。好在，
他们不是送人上刑场的刽子手。

网上买机票遇到麻烦的韩先
生选择诉讼维权取得了胜利，而被
误做了痔疮手术的“王某们”，还在
病床上呻吟着，期盼着怎样维护自
己的权益，更期望不要再发生这样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互联网+商业服务 监管步伐要跟上

近期，全国多地发生了多起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再次将如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及如何拯救这些失
足未成年人引入公众视野。

今年6月，四川省金川县13岁
少年小武为抢一部苹果手机，把汽
油泼向回家途中的24岁女老师杨
冬玲，随后点燃打火机造成杨冬玲
重度烧伤。事发后两天，金川县警
方将小武抓获。但就在这两天里，
小武又接连实施了盗窃和抢夺行
为。但由于小武现在只有 13 岁，
依法不能追究其刑事和法律责任，
只能交由其监护人看管。因为当
地没有少管所，小武由其父亲带回
家中“严加管教”。据悉，9 月，小
武或将进入当地一所工读学校。

小武父亲对其“严加管教”的
方式，就是用铁链子把儿子锁在家
中，不准他出去，自己也24小时看
着儿子。这种教育方式让人哑然

失笑：一般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与监
护人的错误教育方法有关，犯罪了
之后再由其管教，还能管教好吗？
小武父亲用铁链子拴住儿子的腿
脚也只是暂时之策，指望关在屋子
里不让出门就教育好小武，简直是
天方夜谭。

一个月前，广西岑溪一名 13
岁少年为劫财，连续杀害3名同村
儿童。因其未满 14 周岁，不承担
刑事责任，被执行 3 年收容教养。
去年10月，湖南邵东县发生3名未
成年人劫杀女教师的恶性事件，3
名嫌疑人中年龄最小者仅 11 岁，
最大的也只有 13 岁，由于均未达
到刑事责任年龄，也是被收容教
养。面对犯罪低龄化趋势，近几
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社会上呼
声很高。诚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有利于给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以
相应的教育、处罚，但对降低未成

年人犯罪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有
待商榷。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要从家
庭、学校和社会及政府等多方面找
原因，不应该轻易动用刑罚，否则
有推脱责任之嫌。诚然，学校应该
建立相应的少年儿童保护机制以
及做好法治宣传教育；社会和政府
应该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成长
环境，尽量减少其接触暴力等不良
信息的机会。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方面的努
力主要是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时
发挥作用。当未成年人已经严重
危害他人和社会时，则需要法律予
以必要的处罚性约束。当未成年
人犯罪从“或然”变成“已然”时，怎
么有效地惩处、矫正是无法回避的
议题。不能在“不承担刑事责任”
的情况下，缺少对未成年罪犯惩前
毖后的法子。

日前，大连街头一辆小货车与一辆送餐电
动车发生碰撞事故，电动车被挤在小货车下，而
送餐员被撞出去四五米远，当场死亡。随着各
种外卖软件的风行，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电动送
餐车越来越常见：一辆电动车或摩托车、一个简
易的送餐箱、一部手机，组成了一个送餐小哥的
全部装备。有媒体统计相关案例，发现近年来
电动送餐车遭遇交通事故频发，并且多与送餐
员经常性出现交通违法行为相关。

有送餐员表示，送餐及时获得好评会加钱，
一旦晚点被投诉，还有可能被罚款。为赶时间，
不少送餐员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见缝插
针。还有不少送餐员一边在路上风驰电掣，一
边打电话通知取餐或低头刷手机订单……虽然
不少人对送餐员的这种行为极为不满，但一旦
订餐，又会为送餐晚而投诉送餐员。那么，如何
化解疯狂送餐车的尴尬就成了一个问题。

首先，如果用摩托车送外卖，依规除了必须
有行驶证和驾驶证之外，还必须有牌照才能上
路。送餐员在行驶途中为了安全应该佩戴安全护
具，遵守相关交通规则。即便使用电动车，相关负
责人也要加强对送餐员的交通安全知识的培训，
并加强监管。其次，各外卖平台应该制定有弹性
的考评制度。对送餐员的考核要适当考虑路途远
近、交通状况、天气状况、工作量等因素，不能仅用
送餐时长作为考核的决定因素。最后，作为送餐
员自己，一定自觉加强安全遵守交通规则意识，
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通过走小路等方法
躲开拥堵的车流人流，以提高工作效率。

从硬件配置到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全社会
应共同努力化解疯狂送餐车的尴尬，在此我们
也呼吁广大外卖客户，遇到送餐延迟时，能对送
餐员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

疯狂送餐车路遇尴尬
到底咋化解？

随着高考结束，不少考生都收到了心仪学校的录
取通知，欣喜之余，一些家长和学生选择用“谢师宴”
来感谢老师多年的教诲和付出。随之，各种不同档次
和价格的“谢师宴”成了近期餐饮企业推崇的热点。
然而，其中一些追求奢华的“谢师宴”，甚至成了个别
人炫耀的“秀场”。

现今的“谢师宴”缘何“变了味儿”？一方面是商
家的借机炒作，另一方面是不良的社会风气驱使。部
分家长和学生讲究排场、相互攀比，使得“谢师宴”成
了“显摆宴”，甚至沦为个别人趁机敛财的工具。

当“谢师宴”背离答谢师恩初衷的时候，也扭曲了学
生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这样的宴席不摆也罢。
让师德归于淡泊，让谢师归于非功利，莫让感恩变了味。

8月13日是江苏淮安市多家幼儿园秋季招
生开始报名的日子。许多家长带着被子和马扎
等通宵轮流值班，昼夜等待报名，只为宝宝争取
一个入园名额。据介绍，此前，学校告示提醒不
要提早排队，但多数家长还是担心报不上名才
早早排队的。

近年来，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学前教育，
为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幼儿园成了很多家长的心
头大事。但条件好、管理规范的幼儿园供不应
求的现象依然严重。加强高水平幼儿园的建
设，让每一个宝宝都能接受到良好的学前教育
应当是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

司法部一审败诉
体现法治建设的进步

8月10日，因被认定在“史上最贵强拆”中
拒不受理行政复议的做法违反规定，北京市第
三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国家司法部败诉，责令其
针对刘朱夫妇的行政复议申请在法定期限内重
新作出处理。据悉，2012年4月27日，上海市闵
行区人民政府对刘光嘉、朱荣周夫妇所拥有的
私人博物馆强制搬迁，由此引发二人维权。

国家部委成为被告，在诉讼中败诉，而原告
是普通公民，这在以前可能很难想象，而如今却
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得益于我国法治建设的
进步。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将法律作为解决矛
盾纠纷的主要手段。

见义勇为
不应有后顾之忧

江苏盐城射阳的渔民陈学虎在自发参与一
次海上救助时，其带领的船员受重伤花费医药
费近 11 万元。事发后，被救船主在支付 1.8 万
元后失联，而当地相关部门表示因其救助的是
财产而不是人，所以没有给予任何奖励。

陈学虎带领船员参加救援的行为显示出公
民见义勇为的良好风尚，但其间船员受伤却遭
遇无人负责的尴尬境地，令人叹息。一方面，被
救船主理应对其进行适当补偿；另一方面，当地
政府或者其他部门也应主动承担责任，给受伤
船员一个交代，也给社会风气一个交代。

加强幼儿园建设
让家长不再排队

谢师宴 莫让感恩变了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