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小米公司在郑州大
学招聘。在宣讲会上，一名负
责招聘的员工在发言时出言
不逊：如果你是日语专业的学
生，那你可以走了，或者我们
送你去从事电影事业。一名日
语专业的女生听到这里愤然
离场，并在网络上致信小米公
司董事长雷军，要求道歉。

在这个事件中孰是孰非，
不难分辨。小米公司招聘未提
专业要求，这名日语专业女生
到场应聘并无不当。负责招聘
的员工如果没能看中某个学
生，可以直截了当地退回资料，
请对方“另谋出路”，甚至不需要
过多的解释。而这名员工似乎
想利用这个场合展示一下自己
的爱憎分明和幽默风趣，不仅
要让日语专业的学生离开，还
用很暧昧的口吻开了个低级
的玩笑。在这样的场合，这样

的言行不仅证明当事人缺乏
基本的品位和修养，也严重损
害了他所在公司的形象。

外语是通向世界的桥梁，
要了解世界各国，加强与其他
国家的交流交往，不能不学习
外语。无论国家之间的关系怎
样，语言作为交流交往的工具
并无原罪。中国学生努力学日
语，和学英语、法语、德语等外
语一样，都能够推动国家不断
走向开放。如果小米公司将来
要开拓日本市场，恐怕也离不
开熟悉日语的员工。小米公司
的员工之所以要拿日语专业
开涮，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想
标榜自己的“愤青”个性，而忽
视了应有的底线，那就是社会
的公序良俗。

在此前不久，一家知名的
外卖公司在招聘员工时也犯
过类似的错误。该公司负责招

聘的员工在内部明确提出了
“五个不要”，其中一条就涉及
对东北人的歧视。在舆论的压
力下，当事人最终以辞职的方
式平息了这个事件。面对这个
前车之鉴，小米公司的员工不
但没有警醒，反而更加公开地
进行就业歧视。两家公司歧视
范围有所不同，但是反思两起
事件也可以看出一些共性和
必然。很难想象，这种非常低
级的错误会发生在机关事业
单位和国企的招聘环节中，因
为他们在招聘工作中通常都
会自觉地讲政治、讲法律，不
会随心所欲地设置歧视性条
件。而一些互联网企业之所以
屡屡踩雷，原因就在于过于追
求个性化的表达，忽视了公序
良俗和法律法规。

不可否认，互联网企业的
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

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科学技
术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是，
与此同时很多人也看到了，一
些互联网企业在做大的过程
中并没有做强，在创造巨大物
质财富的过程中没有承担起
应尽的社会责任，反而经常给
公众留下“三观不正”的印象。
一些公司只顾追逐利润，而无
视环境保护，一些公司只研究
对数据的使用和共享，而无视
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很多看似
细节上出现纰漏，其实暴露的
都是价值观缺陷。

目前不清楚小米公司是
否会以开除涉事员工来平息
舆论的愤怒。关键是小米公司
应该从这个事件中认识到公
司的缺陷所在，从企业文化层
面深刻反思，榨出华丽外袍下
的“小”，而不要完全推诿于当
事人的口无遮拦。

出言不逊的招聘暴露了小米之“小”

小米公司应该从这个事件
中认识到公司的缺陷所在，从
企业文化层面深刻反思，榨出
华丽外袍下的“小”，而不要完
全推诿于当事人的口无遮拦。

“出境游保证金”不能没“法”管

不建假古董

应成通识

住建部近日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严格
保护，严禁随意拆除和破坏已
确定为历史建筑的老房子、近
现代建筑和工业遗产，不拆真
遗存，不建假古董。

长期以来，在文物或历史
建筑的保护领域，存在这样的
病象：一些地方对真正具有保
护价值的历史遗存不上心，疏
于保护甚至随意拆除，为城建
让路，但与此同时又热衷于建

“古镇”“古城”，造假古董。这
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肇始于
共同的病灶，即叶公好龙式的
文物保护观：文物保护单位也
好，一般的历史建筑也罢，都
不过是可进行功利化取舍的
工具。

可以说，不拆真遗存和不
建假古董，其实一脉相承。也只
有真遗存的价值被正视了、被
保护好了，假古董才会越来越
没有市场。

当然，保护历史建筑，不是
要将之束之高阁，加以合理利
用，注重活态保护才是最好的
出路。

现实中，不少历史建筑还
在发挥居住等实用功能，需要
平衡好保护与使用需求的满
足。另外，鉴于历史建筑的形
态、产权、功能等差异，有必要
设立对应的分类、分级保护机
制。还应将保护理念纳入城市
规划之中，落实好保护责任，维
护保护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这
次通知要求，探索建立历史建
筑保护和利用的规划标准规范
和管理体制机制，或许正有此
意。

保护好历史建筑，实质就
是留住城市发展的文脉，让人
真切体认到城市的“昨天”“今
天”与“明天”。我们并不缺乏
有历史的城市，但很多城市确
实缺少“历史感”与“厚重感”。
就此看，“不拆真遗存，不建假
古董”，其实不是针对具体历
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强调对历
史的敬畏，对人文本位的回
归。

（摘自《新京报》）

□何勇海

游客在进行出境旅游报
名时，常常被旅行社要求缴纳
几万元，甚至十多万元的“出境
游保证金”。这让不少游客犯了
难，这笔钱该不该交？交给谁？
能不能要回来？记者调查发现，

“出境游保证金”通常由旅行社
自行制定，而一些旅行社将这
笔钱挪为他用，在游客行程结
束后，“出境游保证金”迟迟无
法退还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9月24日《工人日报》）
旅行社为防止出境游的

游客滞留不归，要求游客缴纳
一定数量的现金作为担保，这
笔钱就叫“出境游保证金”。如
果游客在境外滞留不归，除游
客个人要被遣返回国、吊销护
照，甚至可能被拘留处罚，乃

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外，组
织出境游的旅行社也会受到
大使馆和旅游部门的处罚，比
如对旅行社进行备案，当滞留
不归的人数超过底线，就会取
消该组团社送签的资格或降低
该组团社的签证率。旅行社向
游客收取“出境游保证金”，意
在让游客在一定程度上替旅行
社分担被大使馆和旅游部门处
罚的风险。可见，收取“出境游
保证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于目前国内没有法规
或条例允许旅行社收取这笔
保证金，但也没法规或条例禁
止或规范这种做法，乱象因此
纷呈。一是各大旅行社收取

“出境游保证金”并无统一标
准，收多少、怎么收都由旅行
社说了算，游客只能被动接
受。二是一些旅行社收取了这
笔保证金之后，即使游客并没
有滞留不归，也迟迟不退还这
笔钱。三是部分旅行社将“出

境游保证金”视为敛财、短期
投资获利的工具，将之挪为他
用，导致保证金不能按约退
还，在资金链断裂之后无钱退
还。比如前不久北京某旅行社
被爆“老板跑路”，游客的“出
境游保证金”和游览费用不翼
而飞，涉案金额或上亿元。

当“出境游保证金”不仅
不能保证游客随团按时归国，
反而因为部分旅行社乱收乱
用这笔钱，而侵犯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它也就完全失去了
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既要避
免游客出境后滞留，又要避免

“出境游保证金”成为部分旅
行社“套钱”的新手段，相关部
门就有必要给这项费用的收
取套上制度笼头。正因“出境
游保证金”处于监管真空，给
一些旅行社对其扣留、挪用、
私吞利息等留下了空子，纠纷
频频出现，这笔钱收多少、怎
么收，再由旅行社自己说了

算，恐怕说不过去。
正基于此，国家旅游局近

日下发相关通知，旅行社收取
“出境游保证金”必须采取银
行参与的资金托管方式，不得
以现金或现金转账方式直接
收取保证金，不得要求游客将

“出境游保证金”直接存入旅
行社的企业账户或其工作人
员的个人账户，更不得将收取
的“出境游保证金”挪作他用。
问题是，旅行社不按要求执行
又该承担什么后果？况且这些
要求基本是针对如何收取“出
境游保证金”的，并没有统一
收费标准。监管部门应对监管
措施细化，比如，出境游哪些
目的地需要收保证金，哪些不
需要收；哪些人需要收，哪些
人不需要收；保证金该收多
少，扣留挪用以及私吞利息等
如何处罚，都应该细化。相关
制度完善，监管细致到位，方
可产生效力。

葛媒体视点

2017年9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淼A02 评论

葛公民论坛

楼市限售意在巩固调控成果

□谭浩俊

从9月22日开始，楼市再
次迎来收紧的调控浪潮。2天
时间内重庆以及南昌、西安、
长沙、南宁、贵阳、石家庄6个
省会城市加码楼市调控。除西
安外，其他6城均出台了限售
措施。粗略统计，3月份至今，
全国已有41城出台限售政策，
分析人士预计后续或有其他
城市跟进。

虽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15个一
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集体停涨，其中，12
个城市环比下降。但是，其他
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却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房价上涨现象，
有的涨幅还比较大。这也预示
着，炒房资金有可能向三、四
线城市转移，对三、四线城市
的楼市稳定构成了强大压力。

而此次调控加码的城市，

也是近几个月来房价上涨速
度较快、涨幅较大的城市。要
知道，非热点二线城市和三、
四线城市，一直是市场比较稳
定、房价也比较理性的城市，
如重庆，房价变动幅度一直不
大，直到今年才出现了异动。
如果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的
房价稳定了，其他城市却出现
大幅上涨的现象，显然，对巩
固楼市调控成果是会产生极
为不利的影响的。

事实也是，此轮楼市调控
贯穿的主题，就是中央提出的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因此，调控方式也不是
过去常用的“一刀切”，而是因
城施策，由各地依据本地实
际，出台不同的调控办法与措
施。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

“限”得广一点、严一点，有的
地方“限”得窄一点、松一点，
有的地方早就“多限”了，有的
地方现在才“多限”的主要原
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房价
也就没有出现过去那样全国
统涨的现象，而是有的地方涨

得快、有的地方涨得慢，有的
地方涨了，有的地方却跌了。

由于把楼市调控的“权
力”下放给了地方，因此，调控
的针对性也就更强，效率也更
高，能够采用的手段更多。尤
其是限售，更被认为是杀伤力
最强的手段之一。想一想，在
调控政策如此严厉的大背景
下，新购商品房必须两到三年
才能交易，对炒房者，特别是
负债炒房的人来说，压力会瞬
间加大，继续炒房的动力会减
弱。从这个角度来讲，此次6个
城市出台的限售政策，对炒房
者释放的信号还是比较强烈
的。

我们说，楼市调控的目的
不是简单地让房价降下来，而
是要建立稳定的楼市运行机
制，让房价跟着市场跑，而不
是跟着炒房者跑。那么，对炒
房行为，就必须严加控制、严
格监管、严厉打击。通过限售
等手段，让房价趋于稳定，甚
至稳中有降，且不能买了就
卖，对炒房者来说，无疑是最

有力的反击。同时，对需要购
房的居民来说，则可以稳定他
们的购房预期，避免跟风买
房，给炒房者可乘之机。

而控制房价上涨的主要
目的，就是稳定楼市调控的成
果，不要让部分城市的房价异
动对楼市调控产生干扰，对已
经趋于稳定的城市产生影响。
因为，很明显地，部分非热点
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出现
的房价上涨现象，是炒房资金
转移的表现。如果能够见“炒”
就调、见“炒”就控，炒房资金就
会无从下手，炒房者也会慢慢
地失去炒房热情、炒房动力。最
终，调控的目标就能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炒房
者不会轻易放弃炒房，也不会
轻易地将资金退出市场，而是
会寻找一切机会出手炒房。因
此，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
三、四线城市，一旦发现炒房
苗头，就要立即出手，出台诸
如限售等方面的政策，且必须
动作快、力度大，确保炒房者
无利可图，甚至赔本。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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