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星眼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二
编辑/江亚萍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洁

出版单位 市场星报社
地
址 合肥市黄山路 599 号
时代数码港 24 楼

戳破假消防物品的“纸糊防线”
■ 戴先任

10 月 11 日 上 午 ，淘

消防安全的红线不容践踏。针对于

宝、京东、拼多多等平台

此，需要电商平台尽好管理责任，对销售假

上多家店铺因售卖名为

消防物品等违法违规销售行为要能及时发

“应付检查假消防喷淋

现，对违法违规商家要及时叫停，采取纳入

头”的物品，被中国消防

平台“黑名单”等措施予以惩治，还要加强

点名批评：
“ 应付二字赫

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发现违法销售行为要

然在，违法当做噱头卖，

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处理。监管部门也要加

生命安全成儿戏，最后你是把谁害？”(10 月

大监管与查处力度，对违规违法销售假消

11 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防物品的商家，要能依法严惩，提高他们的

消防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

违法成本，还要责令、督促电商平台更好履

丝毫松懈和半点马虎。而在淘宝等一些电

行自身的管理责任。另外，消防安全检查

商平台上，公然出售“应付检查消防”的相

也不能走过场，要能落到实处，对弄虚作假

关物品，这些电商平台上，有大量相关的物

的相关单位与责任人员，要依法依规予以

品售卖，把消防安全当成了儿戏，这样的

惩治，不能让假消防物品有蒙混过关的机

“造假生意”踩在了消防安全的红线上，而

会，威胁消防安全。

且还如此肆无忌惮，对此显然不能容忍。

售卖应付检查的假消防物品，更显恶

先有需求后有供给，假消防物品畅销，

劣，但也不过是揭开了电商平台违法销售

是应付消防检查弄虚作假这一旺盛需求的

乱象的冰山一角。亟待净化网购环境，从

结果。这些假消防物品的最终去处，不少

这把火该烧

是一些需要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经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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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到平台、消费者，都要守土有责，
各尽其职，拧紧责任链条，形成强大合力，

所，这些假消防物品比正规的消防物品便

识与法律意识，这让他们选择了用这些假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假消防物品热卖”等电

宜，而一些商家又欠缺必要的消防安全意

消防物品弄虚作假。

商销售乱象。

时 事乱炖

连锁餐饮监管不能“就店论店”
■ 许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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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市、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

的食品原材料立案查处的通报，有丰台区

围内对连锁餐厅、
“ 网红”餐厅、美食城等餐

市场监管局对北京刘氏东里餐饮服务有限

连锁餐企旗下加盟店屡被通报累计十

饮企业开展了食品安全大检查，发现部分

公司（招牌名称华莱士）未按规定制定并实

几次，这足以表明连锁餐企自身管理和内部

连锁餐饮企业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并进行了

施食品安全管理控制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

监管的不到位、不科学甚至是苍白无力。归

连续通报。10 月 9 日，市消协汇总发布了

通报，等等。而杨国福麻辣烫和呷哺呷哺

根到底是连锁经营的监管存在真问题。目

近期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餐饮企业名单。

被累计通报 14 次也大致如此。

前更需要做的，乃是由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

华莱士因被通报次数最多，达 17 次，排在首

加盟餐企因食品安全管理等问题被所

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汇总归纳，采取监管

位，杨国福麻辣烫和呷哺呷哺位列第二名

在地监管部门接连通报，虽然问题不在连

信息联网的方式，由加盟店所在地监管部门

和第三名。
（《北京青年报》10 月 11 日）

锁餐企总部企业，但最终问题根子还是出在

将查处信息及时上报，及时向连锁餐企总公

事实上，这些通报是累计通报，针对的

连锁餐企自身管理上。从这个角度而言，通

司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上级市场监管

并不是“华莱士”连锁餐饮企业本身或者某

报损及连锁企业形象，并不是“背亏”，连锁

部门进行移交，依据相关信息，针对存在问

一个单一经营单位。据了解，在 17 次通报

餐企更不能无动于衷。同时，从监管的角度

题，对连锁餐企总部进行调查处理，采取问

中，有昌平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那记食品

而言，连锁餐企旗下诸多加盟店涉嫌食品安

题约谈、管理跟踪、经营调查、安全函讯等

店（华莱士炸鸡霍营店）涉嫌使用污秽不洁

全问题且累计被通报十几次，也绝不能“就

方式，进行跟踪深入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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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全林

没什么大不了

今年 9 月 21 日，广东省深圳市一名 3

能，则是父母应当知道孩子在车内有危

岁女童被父母遗忘在车内。当父母发现

险，却因为忙于其它事情而未曾留意，或

并紧急送医时，孩子已失去生命体征。类

是忘却了，这属于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

为我们自己钻了牛角尖，此时，你需要

似的事故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尽管如此，

依法涉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就法而

做的就是改变。

仍有不少家长粗心大意，将孩子落在车

论，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追究父母刑事责

完美主义者可以放下执念，允许

内。近期，江苏省接连发生了多起类似事

任 。 之 所 以 引 发 争 论，这与我国法律制

自己有普通人都会犯的小迷糊；职场

故。
（10 月 11 日《现代快报》）

度、文化传统有关系。父母失去孩子已经

妈妈可以直面现实，一个人永远做不

非常痛苦，
此时惩罚父母，
社会公众出于同

到家庭和事业的双百分；承担了过多

一事引发社会关注。有报道称，女童父母

理心不易接受。从根本上看，这类悲剧重

工作任务的员工，可以尝试向上级反

于中秋节当日中午开车带女童外出吃

复发生，
还是与法律存在缺口不无关系。

映，寻求资源或调整目标……这些，都

近日，
“3 岁女童被父母锁车里身亡”

《安徽画报》微信

店论店”
去处理。

很多时候，事情的困境，常常是因

饭。14 时多回家后，两人到附近麻将馆打

2021 年 6 月 1 日，
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

牌，因孩子在车上睡着，父母将孩子忘在

人保护法施行。第 18 条提醒父母要加强孩

正如这句话所说：世界上从来都

车内。近年来，儿童被锁在车内并最终死

子的人身安全保障，
其中包括父母要保障孩

没有所谓的奇迹，命运一直都掌握在

亡的悲剧多次发生，有无因管理者所为，

子的出行安全，
如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但未

我们自己手里。想要改变自己的命

也有具备法定管护责任者所为。从后续

就
“儿童单独留在车内”
加以明确禁止。案

运，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自己。当你开

处理的结果看，属于父母过失行为造成儿

例的多发性，
呼唤
“禁止将儿童单独留在车

始改变自己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跟着

童死亡的，尚未发现有入刑的案例。

内”
尽快入法规范。如今，
小汽车取代了自

改变了。

是我们应当并可以作出的改变。

欲追其责，定性是前提。儿童被锁车

行车，
出门驾车已成生活常态，
法律应紧跟

下一次，当烦恼降临时，不妨试试

内身亡事件，至少存在两种可能。如果父

社会发展步伐，
填充空白地带。尽管法律不

从自身找找问题。调整努力的方向和

母有意将孩子留在车内，目的是要害死孩

能杜绝过失的发生，
但至少可以加大警示的

节奏，学会给心灵松绑，你会发现：很

子，则父母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有一种可

力度，
有益于减少此类悲剧事件重演。

多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