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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机，企业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头条评论

毛旭松

关于雅培“结丝奶粉”的争论
还在继续，工商部门想为消费者
维权，但需要“结丝奶粉”实物。可
王女士提供的奶粉到底去哪里
了？记者咨询雅培烟威地区总代
理，说没有授权不能回应。记者联
系雅培总公司，被告知拒绝回答
任何问题。

雅培公司强硬的“无可奉告”

是很多公司面对消费者质疑时常
用的回应态度，公司倒是保证了
怕多说话引发的麻烦，可对于消
费者来说却难以接受。诚如品牌
战略专家李光斗说言：很多企业
面对危机的时候不能重视，存在
侥幸的心理，总是能拖就拖。通常
企业采取的是拖、躲、压的方式面
对问题，这样对消费者造成最大
的伤害往往是两次，一次是身体
的伤害，一次是信任的伤害。

李光斗的结论在王女士身上
得到了验证。除了担心孩子吃完
奶粉身体可能有状况外，她也认
为，长期以来很信任雅培这个品

牌，没想到吃出虫子，而且事后雅
培公司冷冰冰的态度，让她这位
忠实的消费者很受伤。

绝口不谈“结丝奶粉”何去何
从，积极跟王女士协商，更换同等
包装奶粉，从雅培方面的一系列动
作可以看出，为了维护企业形象不
声张，试图跟消费者私了。如果不
是王女士坚决不同意，很可能关于

“结丝奶粉”的争议会不了了之。
面对私了，消费者要有拒绝

的勇气。私了，对企业而言，显然
是掩耳盗铃，不负责任的做法，存
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对消费者而言，这也是短

视行为，虽然消费者可能从商家
那里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但
这却是以牺牲更多消费者的利益
为代价的，而且，自己也难免再次
遭遇问题食品的侵害。

实话说，食品安全问题光靠
政府部门监管，力量实在是有些
过于单薄，很难面面俱到，监管盲
区可以说不可避免。最有效的当
然还是社会监督，来自所有消费
者的监督。当然，处于弱势群体的
消费者维权难、举证难不言而喻，
这时候就需要监管部门有所作
为，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撑腰。
社会监督和部门监督形成良性互

动才能够保证食品安全问题不会
出现漏网之鱼。

作为企业更要明白，不论是
私了还是无可奉告都不是正确解
决问题的做法。“结丝奶粉”难道
不翼而飞了吗？这种尚未有确切
结论的问题，雅培公司难道不应
该采取措施积极自证清白吗？把

“结丝奶粉”搞丢，让人怎能不怀
疑是掩耳盗铃？

一罐奶粉牵动着无数家长的
心，怎样才能给家长们为奶粉吃
下定心丸？除了社会监督和部门
监督外，面对危机，企业更应该有
承担责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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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非机动车专用道难专用

@快乐星期芭：我都想辞
职干点小买卖了，昨天和同
事去烟大吃饭，他想要吃鸭
脖子，正好赶上人家开收银
箱清点。一大摞百元大钞，看
得我口水直流，我也想去卖
鸭脖！

@离线看门大叔：我觉得
就是大家瞎眼馋，你不知道人
家做小买卖有多辛苦？光看到
赚钱多，凌晨3点起来进货的
日子谁看见了？

@小知了儿：这不能光看
人家拿多少钱，写字楼里的白
领有几个能吃得了盖写字楼
的农民工的苦？社会地位和心
理期望也不一样。

@网友：要是干所谓小行
当，我就想开宠物店啥的，跟
自己兴趣有关。

@果农：随便进理发店去
剪个头就是三五十，烫个发就
是七八百。卖奶茶也挺赚，一
杯八块十块。美甲店也很赚，

一瓶指甲油能涂十几个。
@荷尔蒙的诱惑：俺家很

久 以 前是卖 油 条 馄 饨 羊 汤
的，我经常跟着赶集，凌晨2

点起来，下午4点收摊，晚上
还要干到10点。请问，办公室
的兄弟姐妹几个能吃得了这
苦？

@济公家电：说实话，要
说日工资，农民工和个体户
都比办公室白领强。个体户
地脚好人缘好，在烟台一天

赚个千八百没问题。但是，你
们没有看到的现实是，他们
的收入不可能天天都好，有
可能哪天下雨就没活。有可
能哪天运气不好，老板包不
到下一个工程，他们要在家
呆几个月，还有点儿背的干
完活工头携款潜逃。但所有
的行业，我个人认为个体户
是最不错的行业，凭自己的
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

来源：17路论坛

漫漫画画：：贺贺妍妍妍妍

@一只小资的猫：坐办公
室敲电脑，再也不是什么高端
大气上档次的工种，身边那些
被你忽视甚至被你嫌弃的又脏
又累又低端的行当，正在以逆
袭的劲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有时候收入丰厚到足以秒杀一
些坐在办公室里夜郎自大的小
白领们。

我来抛砖

别光羡慕别人工资高

背后的苦你吃不消

嬉笑怒骂

新闻：因涉嫌贪污、受贿等经
济问题，西安长安区农业局原财务
科科长赵某某、扶贫科副科长闫
某、调研员查某某相继被抓，并已
羁押数月。但知情人爆料，截至目
前，三人工资仍在照常发。(新华网)

点评：停职留薪，还有这等好
事？

新闻：日前，国务院参事陈全
生关于调控房价的16字方针—“允
许买房、限制卖房、奖励租房、处罚
空房”，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最大争
议的，莫过于“处罚空房”论，也就
是“可以向德国学，闲置3年，房产
税翻番；闲置5年政府组织流浪汉
入住；闲置7年，收归地方政府所
有。”此言一出，引发德籍人士雷克
微博调侃：“哎呀我笑了！问我这个

‘德国政策’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说
我老德听都没听说过它，而且查也
查不到。”(新京报)

点评：这算谣言吗？

新闻：环保部22日公布2013年
9月份及第三季度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
状况。结果显示，第三季度全国74

个城市有70个出现污染天气，15个
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不足50%。空气
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分别
是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济南、
衡水、天津、保定、郑州和廊坊。(新
华网)

点评：保护环境，从拒绝炒菜
做起。

新闻：常州武进前黄镇政府最
近搬到了前灵路，整条路上没有门
牌号，唯独镇政府大门口挂上了吉
祥的“88号”。而且，镇政府位于路
南侧，照例应该挂单数牌号。部分
居民认为，这是政府给自己设置了
一个吉利的门牌号。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是为了群众好记，
才用这个号码的。(现代快报)

点评：你当群众是白痴吗？

看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说他
们的一个检察官8年来1600宗案件
无一被法院判决无罪，因此申报评
选全国“最美检察官”。首先我觉得
办不办错案跟美不美没什么关系；
其次，如果办的正确案件越多就越
美，会在全国掀起一股放卫星的歪
风；再次，平均每周办四件案子而
且始终正确，你们应该先让他干检
察长。

——— 张培鸿(律师)

政务微博不能太过于官方，因
为当官方的形象跟老百姓有距离，
也就是通常说的不接地气。所以，
政务微博不能仅仅只转发一些官
方信息，特别是语境设计方式，要
跳脱出以前的文件、会议那种官
话、套话，一定要“说人话”。

——— 杨锦麟(媒体人)

名嘴说事

为点小事争输赢不值当

于丽娟(芝罘区)

前几日骑电动车上班时，
发现南大街、大海阳路和机场
路部分路段的非机动车专用道
俨然变成了机动车停车场。来
来往往的自行车和电动车都被

“不情愿”地逼上机动车道，右
拐的机动车更是把“骑士”们的
专用道挡得严严实实。非机动
车专用道难专用，安全通道不
安全，很是让人担忧。

随着交通拥堵日益严重，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电动车、
自行车出行，既灵活方便又环
保低碳。但是随着非机动车道

被占道，自行车存放不方便、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抢道混行
等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市
民绿色出行的积极性，增加了
安全隐患的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也成为了致堵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才能根除机动
车抢占非机动车道的现象？首
先，作为机动车主，应该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礼让非机动车。根
据《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罚款处罚标准》，“机动车
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或者
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妨碍其他车辆、
行人通行的处一百元罚款。”

其次，交警部门应在市区
非机动车道上设置标识，提示
过往机动车辆避开非机动车
道，同时加强对违法停占自行
车专用道交通违法行为的查
处。结合日常的巡逻和群众举
报，对发现机动车违法停占自
行车道的，应予以相应处罚，
以儆效尤。

再者，道路管理部门应该
加强对自行车道的合理规划，
通过将停车位与自行车道分
开，设置隔离带等方式建立绿
色出行圈，寻找适合自行车生
存的空间，为骑士提供更多便
利，为安全出行提供保障。

鲁从娟(芝罘区)

前天一大早，来到菜市
场，想买点新鲜的蔬菜。看见
两家店铺的老板因摆摊过了
界线而引发起了争执，相互言
语激烈，继而大打出手。后来
被围观的人们上前劝架，强行
拉开了，但其中一人的胳膊上
还是流血了。看那架势，如果
没人相劝，他们非得拼个你死
我活不可。为了这么点小事，
一大早吵吵闹闹的，谁也没做
成一笔买卖，其中一人身上还
挂了彩，真是得不偿失。

无独有偶，想起前段时间，
北京市大兴区发生的那起触目

惊心的“摔幼童”恶性案件，一
个还没来得及绽放的生命，就
这样在争执中成了牺牲品。也
许有人会说，人活在世，不蒸馒
头争口气。可这口气你是争了，
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生活中总有些人，动不动
就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依不饶，大动肝火。“忍一忍
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宰相肚里能撑船”等先人留
下的这些人生处事格言似乎
都被人遗忘了。还有当年宰相
张英致家里的那封修书“让他
三尺又何妨”想必人尽皆知，
流传至今传为美谈。

而现在，人们似乎缺乏宽

容豁达的心态，取而代之的是
遇事斤斤计较、不让分毫。如
果这位母亲当时能忍让一下，
后退几步，举手之劳的事，让
那位男子把车停下，不也就没
事了吗？忍一忍、让一让，又有
何妨？

生活中，我们面对问题和
摩擦时，不妨冷静下来，沟通
一下，以一种豁达宽容的心态
去化解问题、消除摩擦，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无需为了一
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斗高低、
争输赢。如果人人都能谦和礼
让，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少一些
纷争和伤害，那我们的生活也
会更加和谐美好。

倾情关注

学校安全用电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刘君波 ) 近日，国网招远市供
电公司辛庄供电所对辛庄镇五
所中小学校开展了一次校园安
全用电排查活动，更换室内用
电线路300余米和剩余电流动作
保护器，受到校方欢迎。

上门服务菜农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刘君波 ) 近日，招远市供电公
司员工利用休息时间，来到当
地的蔬菜大棚，引导菜农采用
防潮灯具、开关、插座，使用护
套线作为电源线，并对大棚进
行线路、设备调试，保证菜农用
电安全。

夏峰过后忙消缺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刘君波 ) 近日，招远市供电公
司组织员工对城区内10千伏线
路进行全面巡视消缺，确保设
备保持“零缺陷”运行，为配网
安全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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