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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补偿“怎么补”更宜化繁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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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外卖浪费是“线上光盘行动”

减轻企业负担，仍有潜力可挖

点

击广东

高分生之所以选择复

读，是为了获得“更好看”

的第一学历， 这和当前社

会存在的学历歧视有关，

有的用人单位在用人时，

还是很看重第一学历。 这

令考生和家长相信， 复读

考进更好的大学， 是值得

的选择。 只有破除唯学历

论， 才能引导学生以更理

性的态度规划升学。

具体到考生则需要明

白，国家并不会禁止复读，

复读属于个体的选择。 但

考生选择复读， 需要结合

自身家庭经济情况、 自身

实力以及具体的政策规

定，做出适合自己的规划。

———新京报 ：《“禁止

公办高中招复读生” 不等

于“堵塞复读之路”》

在虚拟货币交易转入

场外， 即交易双方直接以

个人账户相互转账后完成

交易的背景下， 如何精准

识别虚拟货币相关交易是

关键。 这要求相关银行和

支付机构进一步强化技术

监测能力， 提高金融科技

水平， 做到既有效打击虚

拟货币交易， 又不影响正

常的经济活动。

———经济日报：《斩断

虚拟货币炒作资金链条》

各地各部门对“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 开展了专

项整治， 重点清理面向党

政机关和基层干部的“僵

尸类”“空壳类” 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 整合多头重

复的程序，纠治强行推广、

滥用积分排名等问题。 经

过半年的努力， 数量降下

来、监督强起来、效能提起

来、 制度建起来……“指

上” 清风， 带来的是工作

“新风”。 有人说：“最直观

的就是手机‘叮叮当当’的

提示音少了。”手机上装的

APP 减了， 干事创业的责

任心多了；建群、打卡、刷

屏点赞的烦恼少了， 深入

一线服务人民群众的机会

增加了。事实证明，切实防

止形式主义， 不能搞花拳

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

能做表面文章。

———北京青年报：《整

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

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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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 辑

今年1月27日，北京市

房山区人民法院适用民法

典新规定首次审结一起离

婚家务补偿案件。 案件当

事人王女士作为“全职太

太”，获得了除平均分割共

同财产10余万元之外的5

万元经济补偿款。 截至目

前， 一些地方人民法院都

适用民法典新规定审理宣

判了此类案件， 赔偿数额

从8万元到12万元不等。由

于每起案件中的补偿金额

不同， 离婚家务补偿数额

如何认定引发人们关注

（《法治日报》6月23日）。

民法典确定的离婚家

务补偿制度， 其积极意义

毋庸置疑。 不过之于司法

实践，“怎么补”是个难题，

从制度生效后各地审判的

案例来看， 最终判决补偿

的额度都不算高， 审理裁

量都比较谨慎，同时，在确

定补偿金额时， 各地纳入

考量的因素都不一样。

制度初立，司法“摸石

头过河”，出现偏差在所难

免，但，离婚家务补偿如果

只满足于“从无到有”，则

不足以体现公平正义。 北

京房山王女士离婚家务补

偿案中，42万投票的网民

中有40万人认为“应该给

更多”，表明司法实践与社

会预期还存在距离。

离婚家务补偿， 亟需

“算法”标准化，给司法及

全社会提供清晰的遵循，

消弥认识与执行的争议。

离婚家务补偿， 到底该怎

么算，怎么补？ 对此，各界

人士中， 既有人考虑到家

务劳动的特殊性， 也有人

考虑到承担家务的强度、

时长、 是否完全脱离工作

岗位、支付方的经济能力，

甚至一方承担家务劳动丧

失的机会成本。诚然，这些

因素在婚姻家庭中都存

在，但也需要正视的是，家

务补偿并不是平衡离婚权

益的唯一途径， 而是离婚

时共同财产处分中对权益

救济公平的调节， 是一种

补充与完善， 倘若过于倚

重它对离婚权益的平衡作

用，考虑得过细，最终就可

能导致“和稀泥”。

正因如此， 家务补偿

“怎么补” 更宜化繁为简，

更多地让婚姻关系的调节

来适应制度。一方面，确立

以家务劳动价值为“标准”

的参照系，据此来制定“算

法”规则，即让婚姻家庭中

家务劳动的经济属性量

化，比如，以所在地年收入

按比例折算得出固定值作

为基准， 只要这个基准符

合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就

可以保证裁量有基本公平

的基础。

另一方面， 简化补偿

执行的因素考量， 只考虑

权利主张人在负担家务的

程度和年限，比如，全职太

太的按基准值的一半乘以

年限计算， 非全职的按四

分之一计算， 不必考虑其

所谓的时间成本以及支付

人的经济能力， 避免过度

干预婚姻关系、 帮助婚姻

双方“秋后算账”。

◎

木须虫 公务员

中意去生物岛跑步同游玩

嘅市民有福啦！新闻话，广州首

个可以做健康检测嘅智能公厕

驿站喺呢度试点使用。 睇下介

绍，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公厕，仲

系个驿站，入边有自动售卖机、

WIFI、免费书籍。市民既可以嚟

“方便”，又可以休憩。

呢间公厕驿站最新鲜嘅，

就系可以帮你做埋健康检测。

原来，佢入边有间健康小屋，配

备咗啲急救药品，好似纱布、创

口贴、酒精、消炎药呢啲，仲有

除颤仪俾市民救急。呢啲设施，

都系免费使用嘅。 而可以帮市

民做健康检测嘅， 系一个尿常

规便民检测箱。街坊可以喺“方

便”时顺便做个尿样检测，只要

按照上边嘅指引，扫描小程序，

半分钟左右就可以收到尿常规

嘅14项检测数据， 仲会提出健

康建议添。

讲起呢个智能公厕嘅“黑

科技”仲有好多，好似智能消

杀嘅机器人， 可以自助消毒；

自动红外线测温仪，可以实时

将每个人嘅体温结果传送到

电子屏上边；仲有扫码使用嘅

冲凉房，市民跑完步喺度就可

以冲个凉……

呢种咁先进嘅智能公厕，

试点成功咗就会喺黄埔区全

区推广，希望到时可以推广到

成个广州市区啦。

◎

阮栩 编辑

外卖点餐如何避免

浪费？ 近日， 国务院食

安办 、 教育部 、 商务

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

管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

法〉 有关事项的公告》，

督促生产经营者落实反

食品浪费法律规定， 依

法严厉查处各类浪费食

品 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北京青年报》 6 月 23

日）。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

展， 线上消费的规模越

来越大。 据报道， 截至

2020 年年底， 我国外卖

总体订单量达到 171.2

亿单， 外卖市场交易规

模达到 8352 亿元， 外卖

用户规模已接近 5 亿

人。 截至 2020 年年底，

以工商登记为准， 我国

新增外卖相关企业超过

67 万，同比增长 1487%。

在传 统 消 费场 景

中， 消费者可对食物的

成分、 份量等信息产生

直观感受。 但在外卖消

费模式中， 不少消费者

并不太清楚一份外卖的

量到底有多大。 点了外

卖之后才发现， 吃不完

是常见现象， 这就容易

造成食物浪费。

显然， 外卖点餐环

节的餐饮浪费问题不容

小觑， 而只有遏制外卖

浪费， 才能形成反食品

浪费的责任闭环。 《反

食品浪费法》 第十条已

明确规定： “餐饮外卖

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示消费者适量点餐 。 ”

只有餐饮服务经营者多

承担信息公开和提示责

任 ， 与消费者高效沟

通， 才能补足消费者的

外卖消费信息短板。

五部门瞄准外卖浪

费问题， 督促餐饮服务

经营者和外卖平台履行

强化反食品浪费从业人

员培训、 提升餐饮供给

质量、 公示外卖食品信

息等， 有助于满足消费

者知情权、 选择权和浪

费规避权， 从而更精准

地拿捏浪费的边界。

说到底， 反外卖浪

费也是“光盘行动 ” ，

只不过功夫在线上。

◎

李英锋 公职律师

疫情防控， 注射疫

苗 是很 重 要 的 一 环 。

“广 东 疫 苗 供 应 充 足 ，

二针接种提速 佛山提醒

市民可抢 ‘空当期 ’ 接

种”

（《羊城晚报》 6 月

23 日）， 意味着近阶段

疫苗接种率或有明显提

高。 另外， 疫苗品种也

有了新选择：

“广东将

开 打 ‘三 针 ’ 新 冠 疫

苗”

（《信息时报》 6 月

23 日）。 这款重组亚单

位疫苗为安徽智飞龙科

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 该款疫苗的Ⅱ期临

床试验显示， 接种 2 剂

后， 真病毒中和抗体阳

转率达 83%； 接种 3 剂

后， 真病毒中和抗体阳

转率达 97%， 是新冠康

复病人血清中和抗体水

平的 2 倍之多， RBD 蛋

白结合抗体阳转率达

99%。

目前， 儿童未被纳

入新冠疫苗接种人群，

那么，

“疫情下， 儿童应

该如何增强免疫力 ？ 广

东专家提醒 ： 要保障营

养均衡 ”

（《南方日报》6

月 23 日）。 不偏食，保持

充足睡眠， 都有助于提

高人体免疫力。 这方面，

老师和家长要多点关

心， 除了让孩子营养均

衡，还要减少作业、减少

玩手机时间， 让孩子们

尽早入睡。

防疫 、 保 健 是 大

事， 但经济生活还得继

续。

“高温天

+

产业旺 ，

广州电力负荷创今年历

史新高 ”

（《广州日报》

6 月 22 日） 的情况， 总

体上是乐观的， 说明疫

情防控与经济发展， 都

在稳步推进。 同时， 经

济的发展， 也得益于企

业能够轻装上阵 ， 比

如，

“减轻企业不合理

负担 ， 广东进一步清理

规范涉企收费 ”

（大洋

网 6 月 22 日）。 这些年

来， 政府持续减轻企业

负担， 让利于企， 大大

释放了企业活力。 这方

面， 仍有潜力可挖， 比

如， 减轻企业不合理负

担， 涉及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收费、 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 交通物流领域

收费、 口岸进出口环节

收费等。 不合理负担，

不只是要减轻， 最终目

标应当是清理完毕， 从

而让企业活力最大化。

◎

王川 教师

“要想富， 先修路”，

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朴素

口号和耳闻目睹的朴素道

理。 近些年， 我国交通运

输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想快富， 修高速” 正成

为老百姓的新共识。

在宁夏闽宁镇， 乌玛

高速让双孢菇的销售范围

扩大至山东、 河南、 四川

等省份； 在湘桂黔地区，

厦蓉高速、 包茂高速串联

起沿线星罗棋布的红色资

源， 全国各地旅客沿着高

速公路而来……如今， 全

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16.1

万公里， 稳居世界首位，

因高速通而百业兴旺的故

事时刻上演着。

条条高速， 打通了老

少边穷地区的“大动脉”。

近年来， 全国多地高速公

路建设向革命老区、 民族

地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

区倾斜 。 “十三五 ” 时

期， 交通运输部门支持贫

困地区改造建设约 1.7 万

公里国家高速公路。 高速

公路与国道、 乡道、 农村

公路相连， “大动脉” 接

上“毛细血管”， 老乡门

前那条路也能通向全国大

市场。

条条高速， 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支撑。 我国

高速公路从无到有、 连线

成网， 已经覆盖了 99％的

城区超过 20 万人的城市

和地级行政中心， 促进了

各地实现资源互通、 优势

互补。 以京港澳高速为

例， 支撑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

大湾区等一系列国家战略

实施， 为沿线地区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 “十三五”

前四年， 其沿线地区 GDP

平均增速达 7.2%， 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稳投资、 促

就业， 日益发达的高速公

路网， 带动知识流、 信息

流、 资金流， 为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从“要想富 ， 先修

路 ” 到“想快富 ， 修高

速”， 背后是老百姓对我

国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

的期待。 《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规划纲要》 提出，

到 2035 年， 高速公路将

100%连接 10 万人口以上

县市； 除部分边远地区以

外， 基本实现全国县级行

政中心 30 分钟上高速 。

高速公路将迎来更高质量

的发展 ， 并将铺展 、 延

伸， 为百姓绘就美好生活

新图景。

◎

周圆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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