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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何以备受好评？

1月28日下午，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各代表团审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草案）》，会场上代表直言：这是一
部非常全面又很时尚的法律。
从主管部门代表到基层干部代表，从
律师代表到一般市民代表，甚至到跟帖的
网友，对于《条例（草案）》都一致给出了高
度评价。
市人大代表， 杨浦区民政局党委书
记、局长明依认为，
“
这部法律涵盖了生活
垃圾从产生到分类，从收运到处置管理的
各个环节”
“
对每个人都有约束， 同时，每
个人也能够在当中有所作为”。

市人大代表、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
所主任厉明通过回顾多年来上海坚持推
进生活垃圾管理的历程认为，规定极为细
致，深入到了生活垃圾管理的各个症结问
题上。 比如，可回收物，法律条文中明确它
是指废纸张、废塑料等物；湿垃圾也写成
易腐垃圾、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等。“
这种
表述实际上体现了立法者用心良苦，方便
广大市民执行， 不厌其烦地列举许多例
子。 ”
从2018年11月20日 《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二审以来，两个多月的时

间， 再一次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
得生活垃圾管理立法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体现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匠心。 这部
法律对垃圾的产生、收运、处置以及资源
化利用都一一作了明确，而且处处体现出
接轨国际、
“
互联网+”的时尚意识，用市人
大代表，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的
话说，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
上海城市管理在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方面，再次迈进一大步。
在笔者看来，这部地方法规之所以获
得广泛好评，根本上就在于它体现了现代
法治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此次

莫让“996”成为侵犯员工权益的黑洞

近日，有
“
微信生态第一股”之称的杭
州电商公司
“
有赞”举办了2018年的公司
年会，不过这场年会上引起的争议直到如
今还在被广泛讨论。 因为这次年会上
“
有
赞” 高管当场宣布了未来执行996工作制
(早九点至晚九点每周工作六天)， 引发大
量员工不满，
“
有赞”高管甚至声称如果工
作家庭不好平衡，可以选择离婚，更引发
轩然大波。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
时间不超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
超过44小时； 加班需要与劳动者协商，最
多每天不能超过3小时， 每月不得超过36

小时。 并且加班必须要支付加班费，很明
显996工作制违反《劳动法》。 但是为了规
避法律的处罚，不少企业往往披上员工自
愿的外衣，像
“
有赞”这样，
“
理直气壮”地
宣布执行996工作制且侃侃而谈， 简直是
将劳动法规和劳动者权益视若无物。
“
996”折射出严苛冷漠的职工工作状
态。 由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地位、权益严重
不对等，在当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情
况下， 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力量对比悬
殊。 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侵占员工休息时
间， 员工为了得到薪水或保住工作岗位，
往往敢怒不敢言， 而工会组织的失声、监

管部门的乏力加剧了劳动者的弱势，以致
于
“
被加班”成为行业潜规则，
“
过劳死”屡
见报端。
目前，
“
有赞”CEO言论引发大量员工
不满，网友们也讽刺“有赞”年会变鸿门
宴，受到舆论声讨。 相关监管部门要密切
注意，依法介入，切实维护普通劳动者的
休息权利和人格尊严，对严重侵犯劳动法
和劳动者权益的企业予以曝光和规制，督
促改进，不能任由
“
996”
“
被加班”成为流
行的潜规则。 毕竟员工不是机器，保障员
工充裕的休息权，既是企业向前发展的源
动力，也是社会法治进步的体现。 斯涵涵

为中小学群不准发红包叫好

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加强中小
学APP、互联网群组、公众账号管理的通
知》，将加强对中小学APP，以及用于教育
教学信息交流发布的互联网群组和公众
账号的管理。 其中明确提出，进入校园的
APP不得
“
超标教学”，不得向学生收费，
不得组织考试、竞赛、排名。 同时，中小学
群不得发布学生成绩、排名；不攀比家庭
背景、不晒娃，不刷屏问候、点赞，不得发
红包。
每逢节假日， 微信群里红包满天飞。
不但成人们追捧红包，小朋友们更是乐此
不疲。 近日，有网友调侃，如今人们出门基
本不带现金，因而要尽快给孩子制作
“
二
维码号牌”挂在胸前，以方便孩子接收红
包。 虽是玩笑话，但收红包现象可见一斑。
如今， 每个学校和班级都会建立老
师、家长和学生交流群，目的是为了方便
老师布置作业，交流教学和孩子的表现情
况。 学生们也不甘落后，人手一部手机，相
继建立了微信群。 这本来是件好事，方便
交流沟通，及时了解情况。 但是，我们也看
到，有些群却成为家庭攀比、家长晒娃、互

相点赞、拉票刷屏的平台，学生群也沦为
炫富攀比，互发红包，甚至成为拉帮结派、
疯狂打赏网红主播的载体。 这就必须引起
足够重视， 并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整改。
否则，任其发展，就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影
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应该说，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是
从源头上规范中小学APP，以及用于教育
教学信息交流发布的互联网群组和公众
账号的管理，并明确多个不准，其中就包
括中小学群不得发红包。 也许有人认为，
此举是管得太宽，有小题大做之嫌。 但笔
者不同意这一说法，加强对微信群尤其是
中小学微信群监管是大势所趋， 民心所
向，恰逢其时，无疑是抓到了点子上，打到
了关键处。
首先，是把减负落到实处，让中小学
生负担轻悠悠。 《通知》明确不得
“
超标教
学”，不得向学生收费，不得组织考试、竞
赛、排名。 这有利于杜绝各种课外作业、考
试，以及排名压力，促使回归教学常态，肯
定能赢得广大中小学生的点赞和欢迎，效
果也毋容置疑。

其次，是规范学生的言行，营造优良
的成长环境。 要知道中小学生由于年龄相
对较小，认知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 在
群内炫富攀比，互发红包，打赏主播等，容
易把孩子引上歧路，生活中有些孩子盗取
家长账号，成千上万疯狂打赏主播的案例
就是力证，亟需从源头上强行规范，以清
朗微信群，发挥其正常的功能，让孩子明
事理，晓是非，促其健康成长。
再次，远离色情暴力和网游，促进中
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事实证明，色
情暴力和网游， 对未成年人负面影响极
大， 导致一些孩子沉迷色情暴力和网游，
甚至因模仿而走上歧路，有许多孩子沦为
网虫而无法自拔。 虽然学校老师和家长对
此采取了相应举措加以引导和制止，但终
因其诱惑力太大而收效甚微，亟需从源头
上予以清理，从而让孩子远离色情暴力和
网游，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正道上，
此举意义重大而又深远。
最后，我们在拍手叫好的同时，更期
望此举能在全国得以推广，从而惠及更多
陆敬平
的人。

春节“坐地起价”合理更须合法

临近春节，理发、洗车、家政服务等
集体涨价，有的店铺还贴出了告示。 事实
上，
“
节日性涨价”并非一地之现象。 以山
西太原为例， 平日剪发价格一般在15元
到35元之间，目前价格均在50元以上；有
的洗衣店平时洗一件衣服只需要35元，
现在要收80元， 甚至有的开始加收加急
费；原来擦玻璃，需要120到180元，现在
涨到了240元甚至300元。 而在其他城市，
“
节日性涨价”的氛围。
也能感受到
“
节日性涨价”自然有一定的市场因
素， 从情理角度来讲， 春节期间适当涨
价，也可以理解。 毕竟春节前后，用工成
本会增加不少。 且服务人员牺牲了自己
的时间来提供服务，得到高额的回报，也
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对大部分消费者而
言，对春节
“
坐地起价”能够理解，并且也
习惯了这些
“
节日性涨价”。

但要注意的是，
“
节日性涨价” 的前
提是必须合法。 比如，根据《价格法》规
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且不得相互串通，操纵
市场价格， 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等等。
可见，允许“节日性涨价”并不意味着可
以漫天要价。
而回归到这些服务行业， 诚如律师
介绍，这类洗车、理发等服务行业属于市
场调节价， 是可以根据自己经营情况上
下浮动的。 只要不涉及强买强卖，符合供
求关系的，比如涨20%左右，就是合乎规
矩的。 倘若高得无边无界，让消费者难以
忍受，自然会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
调节，恢复理性的价位。 所以，涨价无边
界也是错打算盘。

而且，即便是涨价也须给予明示。 根
据规定， 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
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而如果出现涨价时不告知， 到收费时才
告知， 或者收取未标明的服务项目等等
类似欺诈行为的消费行为， 消费者可以
依法进行维权。 如此，商家的
“
节日性涨
价”再自认为有理，也难逃相应惩治。
总体而言，春节“坐地起价”多是市
场因素所致， 而涨价幅度也多是经营者
的一笔良心账。 不过，虽然消费者没有决
定涨价幅度的权利， 但经营者一旦逾越
法律规矩行事， 或漫天要价或恶意欺诈
等，政府的
“
有形之手”与市场的
“
无形之
手”必然会及时进行管辖。 故此，于经营
者当依法诚信经营， 消费者当增强依法
维权意识， 监管部门不妨随时对涨价关
杨玉龙
注。

《条例（草案）》将每个责任主体的职责都
分得很清楚， 单位和个人要源头分类，物
业公司要分类驳运，收运企业要分类收集
和运输，最后处置企业要分类处置，资源
化利用，明确了每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和承
担的职责，并强化了社会监督，明晰了法
律责任等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
又对这一原则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
法。 这就界定了
“
谁的孩子谁抱走”，从而
极大地提升了垃圾管理的效率。 而垃圾管
理的效率正是各地头疼的问题。 从这个意
义上说，《条例（草案）》也为兄弟省市垃圾
丁慎毅
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模式。

鼓励民众生二孩
放点“狠招”又如何？
“
二孩”政策已实施三年，然而，曾
经预测的井喷式婴儿潮并未如期而
至。 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
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人口出
生率为10.94‰，2019年1月3日，社科
院发布的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中提
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
社会发展以人为本， 解决好人口
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关
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在今年的上
海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 就有多
份联名提案， 为提高市民的二孩生育
意愿，积极建言献策。
而纵观这几份提案， 会发现一个
共同点，那就是，委员们都认为，鼓励
生育二孩，得有切实的政策出台，多策
并举，真正解决民众的痛点、难点，唯
有如此，才能撬动市民的生育积极性。
在委员们看来，延长生育假、增加
男方的产假这些，对于应对民众
“
不想
生”
“
不敢生”的焦虑，都是杯水车薪，
政府必须要拿出
“
实招”
“
狠招”，切实
减轻民众负担，减缓他们的焦虑。比如
要从经济上切实为二孩家庭减轻负
担： 发放二孩生育津贴； 普及公费托
育，由政府来承担0-3岁的托育成本；
二孩家庭购买住房可优惠； 二孩求学
可享受学费减免或补贴等等。
而对于生了之后
“
教育”的焦虑，
在今年委员们的提案中， 也已经有了
应对措施，那就是建议对
“
二孩”教育
有政策上的倾斜。 比如在刘佳音委员
二宝入托
和他人联名提案中就提到“
入学可不受学区限制”
“
普及孩子的课
后托管”
“
增加公益性寒暑托班”等，建
议切实为年轻父母解决没有时间“
管
孩子”的后顾之忧。而在狄文委员和他
人的联名提案中则提出了一个更加大
胆的想法：
“
中考或者高考等选拔性考
试中，给予‘二孩’适当加分、优先录
取。 ”
委员们的提案建议，是否可行，是
否适当，当然还需要多方论证和调研。
但从这一份份提案中， 可以看出委员
们心系国计民生， 高瞻远瞩， 积极履
职、 建言献策的拳拳之心。 在他们心
里， 鼓励生育这件事， 已经是迫在眉
睫，须“早谋划早布局”，相关政策要
“
加快出台”，因为这将
“
有助于上海避
免过早进入老龄化”。
的确， 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 与之相关的国家政策应该
相时而动，及时调整，在找准原因的基
础上，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如果简单地
喊口号、 加产假已经撬不动民众的生
育意愿，那不如放点
“
实招”
“
大招”出
来。 因为，有些事情真的等不起。
王永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