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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6

月

11

日上午， 中国

消费者协会回应媒体称，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实名举报奥克斯空调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

空调产品事件关涉产品质

量和消费者权益，该协会对

此高度关注。 同时，中消协

呼吁相关经营者始终树立

“消费者优先”理念，为消费

者提供品质可靠的产品和

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澎湃新闻

6

月

11

日）。

格力公开举报奥克斯，

一石激起空调市场的千层

浪，也引发广大消费者的疑

惑和焦虑———格力举报的

问题是否属实？ 如果属实，

这一问题有多严重？是个性

问题还是普遍问题？对消费

者权益造成的损害有多大？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诸如

此类的这些问题，消费者都

迫切希望得到答案。作为消

费者的娘家人，中消协在第

一时间就事件郑重表态，阐

明观点，回应了消费者的关

切， 代表了消费者的意见，

属于法定的履职行为，对推

动问题的调查、维护消费者

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既然格力已经把 “丑

话”说到了明处，中消协就

应该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趁

热打铁，对格力所反映的问

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不仅

调查查奥克斯，也要调查包

括格力在内的其它空调企

业 。 空调的能效值等功能

参数 ， 在实验室的理论数

据和实际应用中的数据是

存在一定差别的， 有些企

业打营销擦边球， 把实验

室的理论数据宣传为实际

使用数据 ， 误导消费者 。

实 际 上 ，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原工商部门） 对此种行为

也不乏查处的案例 。 据报

道 ， 此番 ， 格力不仅利用

自己的实验室对奥克斯的

相关型号空调进行了检测，

还委托第三方机构四川电

子检验所对奥克斯空调的

8

款机型进行了专业检测，

四川电子检验所所长张良

龙也表示，对格力电器送检

样品的检测结果负责。如此

看来，格力的举报有证据作

支撑，消协和市场监管部门

如果以这一举报作突破口，

查清相关问题，对消费者自

然是一件好事。

格力举报奥克斯事件，

等于给消费者上了一堂科

普课，有助于消费者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在市场监管部

门、消协的压力下 ，无论格

力举报事件的最终调查结

论如何，都会促动行业标准

的升级，进一步增强企业自

律意识并提升产品品质，如

此，消费环境就能得到进一

步优化。

同行相互了解较多，因

此同行监督是值得尝试的

监督模式。格力举报同行事

件，对消协、监管部门来说，

也是一次有益的维权引导

与监管引导 ， 在这种引导

下，消协 、监管部门能够提

升维权与监管的效率，拓宽

维权与监管的空间。而维权

与监管有的放矢 ， 咬准问

题，不仅有助于清除行业发

展的“病灶”，也有助于促进

行业的健康发展。

无论格力举报事件的

最终结论怎样，最大的赢家

显然是消费者。

◎

李英锋 公职律师

尽管那些跨境色情直

播平台、 服务器设在境外，

但违法犯罪行为仍发生在

国内，从直播人员的招聘到

打赏资金的异常流动、软件

马甲的频繁更换，都应成为

职能部门密切关注的“蛛丝

马迹”。 配合运用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强化监管，及时剥

去跨境色情直播平台的“隐

身衣”，采取屏蔽 IP 地址和

过滤域名等技术措施，在国

际网络接口处封堵对淫秽

色情网站的访问和信息传

播，这些手段都能让违法犯

罪分子暴露无遗。

———中国青年报 ：《跨

境色情直播成产业链 监管

执法要升级换代》

高端白酒价格的变动

虽然有一定的市场逻辑，

但上涨过程并非全是市场

机制在发挥作用。 比如，

不少酒企曾在涨价之前公

开发布停收订单、 停止发

货以及全面停开发票等消

息， 生产端与批发端试图

通过控制货源来制造稀缺

性， 进而推动产品价格上

涨。 不仅如此， 还有些经

销商与生产商“合谋”， 或

故意囤积酒品、 人为制造

短缺， 或发布虚假消息诱

导需求。 相关有违商业伦

理的行为即便达到了推升

价格的目的， 但其可持续

性却值得怀疑。

———经济日报 ：《白酒

涨价的市场成色有待检验》

一些商家之所以敢欺

骗消费者，甚至让预付卡成

为敛财套路，一个重要原因

是违规成本较低。 因此，应

当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加大

对违规者的惩处力度。与此

同时，还应探索多样化的处

罚手段。预付卡一定程度上

承载着消费者对于商家的

信任， 如果辜负了这份信

任，商家就应承担相应的不

利后果。 有必要在市场监

管、商务、公安等部门之间

实现信息共享，让守信者畅

通无阻， 让失信者寸步难

行，从而大大增加监管的威

慑力。

———人民日报 ：《让预

付消费更安心》

◎

木木 辑

格力举报奥克斯，消费者是最大赢家

白

话广州

透薄玉雕话“广片”

广州玉雕艺术自古都好

把炮， 呢个就大家都知嘎啦。

之但系，把炮到咩程度呢？ 早

前，“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喺

广州轻工技师学院开班，省工

艺美术大师余其泽就展示咗

一件精品：一片用玉雕成嘅荷

叶，薄如蝉翼，落水能浮，叶片

上仲企住一只蜻蜓添！夏日炎

炎，睇落好养眼啊！

呢种工艺名叫“ 广片”，传

承已达百年之久。 顾名思义，

广片系源自玉雕重镇广州，工

匠将翡翠打磨到大约

1

毫米

嘅厚度， 使佢呈现通透嘅效

果。

广片嘅诞生，有人话系来

自“ 提质”。因为翡翠重“ 水头”

（ 水汪汪嘅感觉）讲究“ 浓阳正

匀”（ 绿色要正） 。但呢啲要求，

边有咁容易达到啊？ 于是，古

时匠人就将翡翠打薄，提高透

光率，以此来改善佢嘅品相。

后未 ，人们又发现 ，广片

薄可透光，娇妍可爱，所以经

常用来制作花瓣、叶片之类嘅

造型，供后妃命妇插戴，于是

渐成贡品。比如而家故宫就藏

有一支花簪， 以翡翠为叶，薄

片之上再雕叶脉， 栩栩如生，

系广片工艺嘅佳作。

广片工艺虽然传承百年，

但依然好难做。因为要靠人手

打磨，耗时耗工，仲好容易磨

烂， 就算系玉雕大师余其泽，

打磨一片荷叶都使咗几个月

嘅工夫， 一啲捷径都无得走。

亦因此，更显出岭南玉雕工艺

嘅精致同匠心啦。

◎

梁倩薇 编辑

市

民论坛

210万元赔偿金

是乱傍名人的代价

珠

江

瞭

望

新

华时评

一本日历印出了

60

万册 ， 一双小白鞋 “踏

上 ” 国际时装周 ， 一支

圆珠笔成为 “国风 ” 的

代言……从故宫文创的

火爆到传统品牌的 “换

新”， 国货正以全新的姿

态和人们重新相遇。

2019

年全国 “双创周” 即将启

动， 消费市场上 “国潮 ”

涌动 ， 背后的逻辑值得

思考。

国 货 的 火 爆 不 是

“误打误撞” 的巧合， 并

非某个品牌的个别行为。

当前， 买国货、 用国货、

晒国货 ， 风行于很多年

轻人的日常生活。 去年 ，

阿里巴巴平台上国货品

牌 线 上 占 比 高 达

71%

，

“双

11

” 当天 ， 天猫

237

个成交额破亿元品牌中，

国货品牌占比过半。

国货之所以能够 成

为 “国潮 ” ， 贵在创新 ，

而创新之要则在于号准

了消费者的情感脉搏。

日子越过越 好 ， 人

们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

悄然发生变化 。 过去主

要是追求满足使用价值 ，

现 在 则 需 要 品 质 更 高 、

种类更多样 、 体验更美

好 ， 拥有更多的文化内

涵和情感共鸣等 ， 从单

纯追求 “好用 ” 到 “好

用、 好玩、 好贴心”。

智能科技为国货开拓

全新空间、 文创融合给国

货赋予 “情感表达 ”、 模

式创新改变了国货的 “玩

法” ……瞄准市场需求，

围绕消费升级 、 产业升

级、 服务升级， 改变供给

质量和方式， 传统的国货

也能玩出新花样， 成为创

新的主要阵地。

国货的 “复兴 ”， 有

来自理念的更迭 、 有聚

焦供给的创新、 更有根植

文化的自信。 它充分体现

了传统行业因时而变， 因

变而兴所取得的成效。

国货的变迁就是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

紧扣消费脉搏， 从市场中

获得灵感， 汲取力量， 主

动出击， 勇于变革， 用新

理念改变传统行业， 用新

技术提高品质和效率， 用

新模式开拓新空间， 即便

是传统的制造领域， 也能

焕发巨大的活力， 得到市

场的热烈回应。

可以预见， 随着创新

氛围的浓郁、 创新意识的

加强、 创新成果的涌现，

越来越多传统行业焕发新

颜， 中国经济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

◎

张辛欣 新华社记者

创新号准了情感的脉

不作不死 ，像 “汕头

一男子开宝马飙车还拍

视频发朋友圈，被罚款并

吊销驾照”（金羊网

6

月

11

日）， 这样的人活该受重

罚。 有人暗地里干坏事 ，

也往往难逃惩罚；而他可

好，干了违法的事还敢公

开炫耀，这无异于挑衅法

律 ，当然 ，也无异于自我

举报，该！

对于 “警车驾驶员抽

烟罚不罚？ 深圳交警调查

通报”（《深圳特区报 》

6

月

11

日），网友发布的图片若

属实，当事人应当受严肃

处分。 应当说，交警能够

根据线索及时调查通报 ，

工作态度是可取的。

再有 “珠海女学员竟

敢在闹市练科目三 ，交警

盯上对教练开罚单”（珠海

交警官微

6

月

11

日）， 交警

的处置也很及时。 驾校教

练应当是熟知各种交通法

规的，而且应当言传身教。

可这名教练，仅仅为了配

合学员练车的时间 ，冒险

带学员在闹市练车 ，被处

罚一点也不冤。

违法开车危及公共安

全，招摇行骗同样危及公

共安全。 “广东公布

65

个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

严打骗钱敛财”（南方网

6

月

11

日），可以说是在为老

百姓的钱包保驾护航。 不

过，对于这些骗局，除了相

关部关严厉打击，还要靠

民众提高自身防骗能力 ，

同时要对异常现象积极

举报。

涉世不深的人， 更容

易上当受骗，“租赁微信赚

零钱， 江门两名初中女生

险陷裸照门”（《新快报 》

6

月

11

日），着实让人吓出一

身冷汗。 值得庆幸的是，小

女生尽管先上当受骗，但

能够及时醒悟，并拨打

110

求助，此举还算明智。 这里

还要提醒一下大人们，平

时应当多用这样的新闻案

例来教育孩子， 增强他们

的防骗意识和能力。

教育孩子靠的是平时

的点滴积累。“深圳一孩子

题目做错， 语文老师却批

改为全对， 气坏了家长”

（深圳电视台

6

月

11

日），老

师的马虎大意， 很容易误

导到学生。 教师作为学生

的榜样， 这么不负责任堪

称失职。 这事换成哪个家

长都会生气。当然，事情还

需一分为二地看， 老师改

作业马虎固然有态度问

题， 但是我们也要思考一

样原因，比如，会不会是因

为， 老师的教学任务与非

教学任务太重了呢？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老师马虎批改作业太失职

点

击广东

日前， 作家莫言诉深圳市

玉瓷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玉瓷

公司”） 人格权纠纷案一审胜

诉， 并获经济赔偿

200

万元及

精神抚慰金

10

万元。 据报道，

此前， 玉瓷公司创始人董震雷

经他人牵线认识了莫言， 随后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莫言的

题字以及二人合照用于该公司

的商业宣传。

莫言的委托代理人表示 ，

这

200

多万元的判赔金额创下

了名人人格权纠纷案判例中的

历史新高，“足可见司法者对此

侵权行为的惩戒态度”。值得一

提的是，法院判决出来之后，网

上叫好声一片， 很少人质疑赔

偿额度 ， 足见社会对企业乱

“蹭”名人流量现象之态度。

客观地说，企业（尤其是小

型企业） 拿名人往自己的脸上

贴金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不

少企业家都喜欢将自己与名人

的合照或名人题字挂于企业显

眼位置， 让名人为自己的企业

站台，以扩大企业影响力。仅限

于此，倒也无伤大雅，名人也不

会计较，但若未经名人许可，便

将对方的姓名、 肖像用于企业

广告宣传， 甚至广告文案中还

虚构名人的话，就明显过界了。

哪怕企业家与名人是朋友关

系，这种做法也是不合法的，更

何况莫言与玉瓷公司并不熟

稔，只不过出于好心，与该公司

负责人合过照、题过词而已。

再 进 一 步 ， 借 莫 言 的

“口”， 大肆宣传 “用了玉瓷科

技养生锅， 炒菜味道就是不一

样， 健康养生， 其他的金属致

癌锅再用不回去了， 希望你们

把它卖到全世界， 为全人类的

健康造福 ”， 那就更过分了 。

这里不仅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声称 “科技养生锅”）， 还有

不正当竞争之嫌 （贬低金属

锅）。 假如消费者因为信赖莫

言而上当， 因为上当而对莫言

的道德产生质疑， 对莫言的人

格权可是一个莫大的损害， 侵

权性质将更加严重。 事实正是

如此， 报道称， 江西九江一名

老人因为信任莫言， 向这家企

业投进去几十万， “结果一个

锅也销售不出去， 一个人头也

拉不到 ， 损失惨重 。” 对此 ，

莫言生气是可以理解的。

企业好不容易傍上一个大

名人， 本是一件好事， 但玉瓷

公司却把一手好牌打烂 ， 这

210

万元算是企业乱 “蹭” 名

人流量所交的智商税， 对企业

来说是一个昂贵的教训。 “人

无信则不立， 业无信则不兴。”

对企业来说， 做企业和做人一

样， 诚信永远是第一位的。 做

广告要有诚信， 未经名人同意

便使用名人名字和肖像是一种

不诚信的行为， 不可为之； 做

产品要有诚信， 靠质量和信誉

赢得消费者才是王道， 靠无底

线的广告或许能让产品走俏一

时， 但不可能长久， 因为消费

者不是傻子。 谓予不信， 可以

看 看 近 年 来 ， 有 多 少 企 业

“傍” 名人 “蹭 ” 流量， 又有

多少能坚持下来？

但愿， 在

210

万元赔偿案

中，法官用法棒敲醒的，不仅是

玉瓷公司。

◎

连海平 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