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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执法”与保护隐私可并行不悖

“福利院出6名大学生”不只是励志

点

击广东

此次疫情发生后，受

冲击最大的就是小微企

业，以及个体经济经营者。

大企业虽然也有困难，但

毕竟有多年的积累， 市场

资源也相对丰富， 依靠自

身的力量较易走出困境。

相比之下， 对小微企业而

言， 来自外界的支持往往

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因此，政策性资金理

应重点投向这些小微经济

体。基层政府部门要做到眼

睛向下，及时发现小微企业

的经营困难，让直达资金发

挥出“及时雨”的功能。

———中国青年报 ：《

2

万亿元直达资金如何雪中

送炭》

强制消费者为达到一

定消费额度而多点超出实

际需要的饭菜， 这可以说

是赤裸裸地人为增加“餐

饮浪费”。 同时，这种营销

方式也迎合了部分人虚荣

的消费观， 助长了不良社

会风气。在一些人看来，有

最低消费限制的地方，显

得脸上有面儿、 心中有诚

意，即便“盛宴”最终成为

“剩宴”，也在所不惜……

———法治日报：《别让

最低消费助推餐饮浪费》

对戈壁荒漠上的旅游

经营行为进行监管、 执法

确实会增加很大人力成

本， 但这完全可以通过加

强企业源头审核、 畅通举

报途径、 完善举报处理体

系、加大法治宣传教育、提

高违法成本等法治手段来

解决。 旅游问题关乎当地

经济、治安、文化、法治、宣

传……不是简单的行业性

问题， 而是反映地方经济

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试

金石”，更是考验一个地区

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的

“放大镜”。

———检察日报 ：《“无

人区”不应成了“无人管”》

◎

木木 辑

你知道 AED吗？日前

媒体记者在广州街头随机

采访了多名市民， 大部分

人不知道 AED 是什么，而

知道的人普遍反映“不会

用、不敢用”。 尽管广州市

在 243 个应急站里， 选择

部分站点共配备了 83 台

AED 设施， 但记者了解

到， 因为 AED 价格昂贵，

大部分 AED 设施由所在

的公共场所管理， 出于怕

被偷等考虑， 配置点选择

对设施上锁的也不在少数

（《南方日报》9 月 16 日）。

此次调查所见的不少

细节， 都折射出在安装使

用 AED 时，社会上普遍存

在患得患失心理。 比如不

敢多安装 AED，是因为每

购入一台设备需要花费 2

万-3 万元，且每两到三年

需要更换一次电池。 给设

备加锁，是因为担心被盗。

如果真的使用了， 又担心

增加开支，因为 AED 只要

使用一次， 就要更换电极

贴片， 而一片电极贴片的

费用要上千元。

其实，对“急救神器”

患得患失， 是过去类似心

理的一种延续。比如，部分

公共场所带有“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的想法，因此在

急救设施建设上采取消极

态度，令 AED 等急救设备

很难普及。

如果说， 过去在布局

“急救神器”时顾虑过多还

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从今

年 6 月起， 这种心理不应

该再出现。这是因为，今年

6 月 1 日是《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 开始实

施的日期，该部法律在“急

救神器” 的安装与经费保

障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

定， 过去这方面扯不清道

不明的一些事已不再成为

困扰。比如，该法草案于去

年 12 月提交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时， 明确公共场

所应当配备必要的急救设

备、设施，这化解了急救设

备在公共场所“准入难”问

题， 一度引发舆论广泛关

注。此后，这条规定不仅写

入该法二十七条当中，而

且对于急救培训等责任主

体也进行了明确。 在资金

方面， 该法第八十条要求

建立投入机制、 纳入本级

政府预算。

因此， 该法正式实施

之后， 各公共场所在安装

使用“急救神器”时，不应

再患得患失。不仅如此，还

要认识到， 摆放在公共场

所的 AED 等设备即使没

有派上用场， 它们的存在

价值也不容忽视， 不仅有

备无患， 而且急救设备本

身就是很好的教材， 民众

耳濡目染， 有利于提升急

救意识、 普及设备使用技

巧。

此外还应该强调 ，

AED 非摆设，安装了就得

多使用， 即使是没有产生

救人效果的演习式使用，

每次付出千元成本也是值

得的。 因为 AED 是“傻瓜

式”急救仪器，民众不敢使

用并非操作复杂， 而是缺

乏“敢于吃螃蟹的人”，演

习式使用多了， 可消除民

众的畏难心理。 大胆安装

和使用，才是对待 AED 等

急救设备的正确态度。

◎

罗志华 医生

新闻话，荔湾高标准打造

三大碧道，其中一条就系“花

地河碧道示范段”。 呢条花地

河，系荔湾区入边最大嘅一条

内陆河，以前，佢孕育住岸边

嘅田园，因为佢，芳村有住两

千几年嘅花卉种植史。花地呢

个名， 同呢条河系分唔开嘅。

而家嘅花地河既有滨水绿道，

又有水上游玩同休息嘅地方。

但系，你有冇谂过，好多年前，

呢条河系点样？

以前，呢条花地河不过系

一条天然河流， 河堤好低，一

到咗雨季， 就会洪水泛滥，经

常出现水浸。浸得最犀利嘅有

两次， 一次系 1915 年嘅乙卯

年大水，当时芳村最低洼嘅南

漖村，浸咗成个月咁耐；第二

次系 1946 年嘅北江、 西江发

大水， 几乎成个珠三角都浸

埋，芳村当然都避唔开。

从 1951 年开始， 政府整

治花地河，修筑堤围。2003 年，

仲大手笔投资成 10 亿，修建 4

个水闸，呢啲水闸既挡住咗珠

江嘅潮水， 又可以排涝。 花

地河从此就变得“温顺” 咗。

完成整治嘅花地河开始打造

岭南水乡主题嘅旅游线， 沿

途设置 8 个特色公园。 旧年 8

月， 《广州市碧道建设方案》

印发， 花地河成为试点河段

之一。而家花地河东岸嘅示范

段又恢复咗“千年花埭花尤

盛”嘅美景。

◎

阮栩 编辑

近日， 某地电视台

与当地执法部门通过短

视频平台开展了一次夜

查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场

直播。 其间，一名涉嫌酒

驾的司机提出可以配合

检查， 但不接受直播拍

摄， 因电视台对其提出

的要求未予理睬， 双方

发生争执。 据统计，这场

直播的实时观看人数达

到 500 万人次（《检察日

报》9 月 16 日）。

近年来， 随着主动

接受监督这一执法理念

的普及，“直播执法”也

逐渐常态化。 此举不仅

有助于实现执法的“阳

光化”，也可以拉近执法

人员与群众的距离，更

好地让公众接受法治教

育。 然而，由于直播容易

使得当事人处于众目睽

睽之下， 由此引发了可

能侵犯当事人隐私的潜

在风险。

有人认为， 执法机

关在“直播执法”中，因

技术处理不当造成对当

事人隐私的侵犯， 纯属

无意为之， 不必予以苛

责。 何况，违法当事人即

使被侵犯了隐私权，也

是其应该为自身违法行

为付出的代价。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

理， 但其本质上是将执

法与保护隐私对立起

来， 在法理逻辑上是站

不住脚的。 退一步讲，即

使罪错当追责， 也应循

法而行。 实际上，“直播

执法” 与保护当事人隐

私并非“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而是可以并行不

悖的。

对此， 执法机关应

在尊重当事人是否接受

直播意愿的基础上，对

涉及隐私的信息予以技

术处理， 并把好规范管

理的“阀门”，避免因处

理不当和管理不规范导

致当事人隐私信息的泄

漏。 同时要切实强化责

任追究和当事人隐私遭

侵犯后的权利救济，确

保“直播执法”对当事人

隐私权的伤害降到最低

程度。

总之 ，执法机关既

不能为了追求执法过

程的“阳光化 ”就忽略

当事人的隐私保护，又

不能为了保护当事人

隐私而放弃“直播执

法”。

◎

张智全 司法工作者

官宣！

“今年广马

12

月

13

日开跑 ， 市内选手

参赛名额或增加 ”

（《信

息时报》9月16日）。 今年

的广马照常举行， 进一

步表明， 疫情防控仍保

持向好的态势。 当然，防

控措施仍不可或缺，比

如， 参赛选手需提供核

酸检测报告。 另外，国外

参赛选手名额将有所减

少， 市内选手将相应增

加。

另外还有一则“官

宣”值得关注，那就是，

“广东明年高考

11

月

1

日

起接受报名 ”

（《信息时

报》9月16日）。 广大怀着

大学梦想的年轻人，不

要错过报名时间。

说到大学梦，

“肇庆

怀集县社会福利院

6

名

孩子考上大学 ”

（《广州

日报》9月16日），令人肃

然起敬。 这些孤儿身处

逆境， 通过知识改变命

运，特别励志。 但是，这

一新闻并不只是励志。

它还告诉人们， 对于那

些逆境中的孩子， 如果

多一些关心， 就会让他

们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

机会。 各地有关部门及

福利院也不妨向怀集县

这个福利院学习， 多支

持、鼓励广大孤儿成才。

每个孩子的可塑性

都很强， 包括身体缺陷

的孩子。 但是，如果教育

方法失当， 对孩子则可

能带来毁灭性伤害，比

如，

“广州一自闭症儿童

高温穿棉服训练死亡 ，

康复训练机构管理人被

判刑”

（《羊城晚报》9月16

日）。 优秀的训练机构可

以让孩子变得优秀，低

劣的训练机构所起的作

用则相反。 高温天让孩

子穿棉服训练， 显然是

违背基本科学常识的。

对于此类机构， 不仅要

严肃清理整顿， 还应该

倒查审批机关责任人的

责任。

应该说，

“不得设最

低消费 ， 深圳拟立法反

对餐饮浪费 ”

（金羊网9

月16日），体现的是立法

机构的责任。 最低消费

虽然是市场行为，但是，

市场行为一旦违背公序

良俗， 就有必要进行规

制。 ◎

胡也屏 媒体人

美国一些政客又有了反

华新工具———冠冕堂皇的“清

洁网络”计划。 为兜售这个旨

在打压遏制中国通信、互联网

企业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等人四处游说，妄图拉拢他

国组建什么“清洁国家联盟”。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

以“清洁”为幌子的计划自身

根本就不“清洁”，更是把美方

一些人的霸道和虚伪暴露无

遗。

一是“捕风捉影”。

蓬佩奥等人一再声称中

国企业危害美国公民隐私和

数据安全，却拿不出任何确凿

证据。 当被问及有何事实支

撑对中国公司的指控时，美方

政客竟以“只要和中国共产党

有联系，就构成风险”来搪塞。

以这种“莫须有”的方式对他

国进行造谣诽谤，让人不禁想

起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

二是“双重标准”。

多年来，美方对包括盟友

在内的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

实施无差别非法窃密监听，以

“棱镜计划”“方程式组织”“梯

队系统” 等打造“间谍帝国”

“窃听帝国”“黑客帝国”，早已

被多方验证，是人尽皆知的事

实。 美方对自身种种劣迹不

但没有任何解释，反而无端抹

黑他国，让人不禁感叹“美式

双标”之虚伪。

三是“零和思维”。

美方一些人之所以费尽

心机打压中国企业，就在于生

怕中国企业威胁其科技“霸

主”地位。其实，中美交往合作

从来都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

关系，而是基于市场原则的互

利双赢。 以美方最近盯上的

抖音海外版TikTok为例，其

不仅满足美国用户的休闲娱

乐需求， 还创造不少就业，给

美国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利

益。

四是“践踏规则”。

美方通过“清洁网络”计

划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并不

是由于中国企业违反了哪条

市场规则，而是为打压中国企

业正常合法的经营活动。 这

种毫不掩饰的霸凌行径，与美

方一贯自我标榜的自由市场、

竞争中立、 法治精神背道而

驰，不仅破坏公平的国际贸易

规则， 而且损害全球市场环

境，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名为“清洁”，实则肮脏。

美方一些人滥用国家力量，肆

意打压遏制他国企业，污损了

美国的国家形象，透支着美国

的国际信誉。 国际社会唯有

对美国政客的倒行逆施说

“不”，才能阻止其贻害国际合

作。

◎

杨依军、 朱超 新华社

记者（新华社

9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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