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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野网红果冻冶变酒驾钥在浙江袁
一名女子因为吃了某款果冻袁 被暂
扣驾驶证 6 个月 袁 处 1000 元到
2000 元罚款遥 交警提示袁即使食用
前不知情袁 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达到
规定的酒驾或醉驾标准袁 即构成酒
驾或醉驾违法遥

在很多人看来袁野网红果冻冶又
不是酒袁怎么会引起酒驾呢钥 的确袁
食用榴莲尧蛋黄派尧藿香正气水袁虽
然司机使用检测仪会显示酒驾袁但
在血液中测试却不会测出酒精含
量袁属于假性酒驾遥 这时候袁和交警
说明情况后袁一般情况下袁司机并不

会被处罚袁但在这里袁野网红果冻冶是
一种变相的酒类产品遥

根据媒体报道袁 这种果冻是按
照酒精含量 12%制作的袁吃上几个袁
体内酒精含量一样会超标遥 不少驾
驶员抱着野猎奇尝鲜冶的心理袁自称
不知情袁怎么看都有点不太真实遥况
且袁就算司机真的不知情袁没有尝出
酒味来袁但只要食用之后上路袁实质
上已经属于酒后状态袁 是真正的酒
驾袁不知情不是借口和理由遥

更奇怪的是袁这种所谓的野网红
果冻冶不但没有标注所含酒精量袁而
且连生产许可证等信息都没有遥 按

照食品管理法袁食品中添加了酒精袁
应该在包装上标注出来袁 并且明确
写出酒精含量遥 这种网红产品依靠
许多主播带货一炮而红袁那么袁它有
没有可靠的质量保证钥一旦出了事袁
究竟应该找谁来负责呢钥

酒驾早已入刑袁 作为一名合格
的驾驶员袁 千万不要尝试什么含有
酒精成分的野网红果冻冶遥 作为生产
企业袁应多考虑消费者利益和安全袁
明示食品里含有酒精袁 起到一定的
提醒作用遥作为管理部门袁应加强监
管袁严格杜绝违规野网红果冻冶类食
品流入市场遥 徐建中

近年来袁 因消防通道被违停车
辆占用袁导致延误施救时间袁乃至造
成财产损失尧 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
发生遥有统计显示袁各地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的火灾事故 80%以上都存在
消防通道堵塞尧 拖延救援黄金时间
的情况遥事故令人痛心袁也提示人们
补上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短板遥

堵塞消防通道袁 就是堵塞生命
救援通道遥 正因如此袁2019 年修正
的消防法规定袁 保障疏散通道尧安
全出口尧消防车通道畅通遥 2019 年
底袁 针对消防通道被堵塞现象袁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出通知袁要
求明确消防车通道的标识设置尧消
防通道管理责任尧行政处罚和强制
措施袁 并将违法行为纳入信用体
系遥 此外袁应急管理部还提出在全
国部署开展打通野生命通道冶集中
攻坚行动遥 通过街道职能部门尧居
委会尧物业等齐抓共管袁及时整治清
理不合理设施遥与此同时袁各地还通
过以案释法尧普法宣传袁加强引导尧
强化监督袁以及加大处罚力度尧提高
违法成本等措施袁 确保生命通道的
畅通遥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袁 占用消

防通道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袁除
了违法者缺乏公共安全观念尧 对生
命和法律缺乏敬畏袁 以及监管不到
位等因素之外袁 也有着停车难的深
层原因遥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不断
攀升袁一些居民区面临停车位紧缺
的问题遥 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袁当
初设计建设的局限袁使得这一矛盾
愈发凸显遥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地方
占用消防通道的现象反复出现袁治
理举措管得了一阵子袁却无法管长
期尧管根本的原因所在遥 就此而言袁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尧有效解决停车
难题袁既要管要堵袁更要疏要导袁这
考验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精
准度遥

近年来袁 各地从创新社会治理
入手袁 在纾解停车难问题上进行了
一系列有益探索遥比如袁上海市浦东
新区塘桥街道以问题为导向袁 围绕
辖区内的居民停车难题袁 探索形成
了野潮汐式停车冶模式袁白天商务楼
里停不下的车辆停到附近居民区袁
晚上居民区停不下的车辆停到商务
楼里遥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推出
野全域停车自治冶管理模式袁通过野全
域路侧停车管理冶野全域小区收费停

车管理冶以及野全域企事业单位共享
停车管理冶等方式袁盘活并统筹好公
共资源尧小区资源和社会资源袁从而
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袁 使得占用消
防通道等行为大为减少袁 为社会治
理贡献了新思路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野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冶袁强调野建设人
人有责尧人人尽责尧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冶遥 实现这一要求袁需要
在科技支撑下袁不断推进治理创新遥
野潮汐式停车冶野全域停车自治冶等做
法袁正是通过充分运用大数据袁把错
配的资源野调过来冶遥 这种时间与空
间的置换袁是一种多方参与尧协同合
作的社会治理创新袁 成为破解城市
社区治理中停车难题的有效路径袁
也成为构建人人有责尧人人尽责尧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益探
索遥

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袁 是一道
安全必答题袁 也是一道社会治理课
题遥 针对安全堵点尧民生痛点袁不断
提升治理水平袁优化治理手段袁才能
不断回应现实需求袁实现互利共享尧
合作共赢的效果袁 推进社会治理现
代化遥 上官酒瑞

日前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
署国务院令袁公布叶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曳渊以下简称 叶条
例曳冤袁 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袁这为实现根治欠薪目标提供
了坚实法治保障遥

劳动致富袁奋斗得福遥 干活
挣钱袁天经地义遥 如果说就业是
民生之本袁那么袁工资便是生存
之要遥 我国有近 3 亿农民工遥 背
井离乡而辛苦打拼的他们袁推动
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袁
推进着地覆天翻的浩荡社会变
革遥 不过袁身处产业链底层的他
们袁往往也是劳资关系中的弱势
群体遥 野被欠薪冶袁是他们挥之难
去的梦魇遥 从若干年前野重庆农
民熊德民讨薪冶事件进入舆论视
野始袁野花式讨薪秀冶 每每出现袁
都会刺痛公众的眼球遥

客观地说袁这些年来袁有关
部门一直在关注和治理农民工
欠薪乱象院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
引发的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
见曳袁 明确了一系列治理措施曰
2017 年 9 月袁人社部出台叶拖欠
农民工工资野黑名单冶管理暂行
办法曳曰2011 年袁 刑法修正案将
野恶意欠薪冶 正式列罪袁野拒不支
付劳动者报酬冶被纳入刑法调整
范围噎噎农名工的权益更有保
障了遥 数字胜于雄辩袁2008 年农
民 工 欠 薪 率 是 4% 袁2018 年 是
0.6%左右遥 2019 年袁各地查处欠
薪违法案件数尧涉及劳动者人数
和金额 袁 分别比 2018 年下降
33.1%尧50.8%和 50.4%遥 2020 年的
目标袁则是实现基本无拖欠遥

不过袁面上的野形势大好冶袁
并不能遮蔽点上的野沉疴难治冶遥 由于一些行业
生产组织方式不规范袁源头上建设资金不足袁治
理欠薪制度措施刚性不够袁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尧
属地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等
原因袁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袁根治欠薪工作任务依然繁重遥2019 年度根
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开展近一个月来袁 各地共
处理欠薪案件 6654 件袁 共为 8.1 万名农民工追
发工资待遇 10.75 亿元遥这固然说明治理行动卓
有成效袁亦折射出年底欠薪乱象严峻遥

理解了以上背景袁大概更能懂得叶条例曳的
良苦用心遥 一方面袁出台叶条例曳袁是治理欠薪乱
象过程中的应有之举尧顺势之举袁也是在制度设
计层面上给出了根治多年顽疾的良方遥 另一方
面袁这是野依法治欠冶新阶段的制度样本遥 野条例冶
的制定袁 是近年来治理欠薪工作成功经验的制
度化提升袁是各项工资保障制度的集成尧定型和
法治化袁是野依法治欠冶的重要体现和制度保证袁
可谓是升级版的野硬核举措冶遥

仔细研读一下野条例冶袁有三个鲜明特点院一
是较强的可操作性遥 以往涉及保障工资报酬权
益的法条散见于劳动法尧 劳动合同法尧叶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曳等袁规定显得较为原则袁落实界定
较难遥 野条例冶则在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尧政府
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等层面袁更明确尧更具
体尧更易操作遥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性遥 比如工程
建设领域多是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点袁野条
例冶在这方面便作了专门规定袁提出专用账户制
度尧明确总包代发模式尧推行农民工实名制等遥
三是惩戒细则的严肃性遥 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
管袁构建政策完整闭环袁加大了野依法治欠冶的力
度院比如失信惩戒野黑名单冶更凌厉要要要将由相
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这些违法单位和个人在
政府资金支持尧政府采购尧招投标尧生产许可尧资
质审核尧融资贷款尧市场准入尧税收优惠尧评优评
先等诸多方面实施联合惩戒遥

无论传统行业的农民工来说袁还是保安尧快
递等新业态农民工而言袁 工资都是他们的保命
钱尧活命钱尧养命钱袁是提升农民工群体获得感尧
幸福感尧安全感的重要保障遥 今天袁基层新式欠
薪隐患依然存在袁并亟待联合共治尧依法而治遥
长远而言袁徒法难以自行袁硬核的野条例冶袁还得
硬气的落实来匹配袁唯有如此袁才能真正让农民
工不再野忧薪冶尧让近 3 亿奋斗者能幸福奔跑在
高质量发展的春天里遥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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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停车难题，畅通生命通道

日前袁 陕西省西安市通报了市政府参事室原参事和红星
违规收受礼品尧礼金问题遥 1999 年至 2018 年袁和红星任原市
规划局局长尧原市秦岭办主任等职务期间袁借春节尧中秋等节
日以及本人和家人过生日等机会袁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
礼金共计 220 万人民币尧3 万美元尧10 万港币袁收受 2 万元购
物卡及高档烟酒等礼品遥和红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遥 2019 年 6 月袁和红星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袁被取消退休待
遇袁违纪所得被收缴曰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遥
这正是要要要放纵私欲手乱伸袁长期越线踩雷区遥 糖衣炮弹碰
不得袁得不偿失代价高遥 漫画/长木 诗文/王斌

“网红果冻”该治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