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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白

话广州

重阳旧俗

新

华热评

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

将带来怎样的期待？

热

点观察

市

民论坛

对网络平台“不退款只返币”不能容忍

“冲动是魔鬼”，请控制好情绪

点

击广东

对于部分顶风作案的

APP， 监管部门应要求企

业自查自纠，及时整改，将

此次曝光作为一次普法、

执法的契机。同时，监管部

门还要提高技术水平，不

能监管对象“开跑车”，而

监管人员还在“蹬自行

车”。应用商店和第三方平

台也应当负起主体责任，

帮助用户和监管部门发现

违规操作。 便利用户与侵

犯隐私之间是有界限的，

应当尊重消费者知情权与

选择权。 方便之门不是偷

窥之门， 绝不能放任 APP

偷窥用户。

———经济日报：《方便

之门绝不是偷窥之门》

消防器材不是可有可

无的“摆设”，是救命的必

备。 那些有应付消防检查

心理的购买者该醒醒了，

为减少成本而故意购买假

消防产品， 很可能贪小便

宜却吃了大亏。

另外， 对于此类威胁

消防安全的人与事， 每个

公民都应该站出来举报揭

发。须知，在消防安全这一

命题里，谁也不是旁观者。

———检察日报：《网店

公然卖假消防产品， 不能

下架了事》

杜嘉班纳辱华的黑历

史互联网忘不了， 消费者

也不会只有“7 秒钟记

忆”。更何况，互联网时代，

各种失当言行都会被快速

传播。 企业更应明确自己

的价值观和使命， 去除潜

意识中的种种偏见。 那种

披着“本土化”策略外衣，

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伤害

消费者的企业， 必然不受

欢迎。

杜嘉班纳此前的做

法， 已突破了国人的心理

底线。 涉事广告直到现在

还在产生不良影响， 时间

不会抹平这些过往。 杜嘉

班纳想快速“翻篇”回血，

想必是打错了算盘。

———新京报：《别轻易

让杜嘉班纳在中国市场卷

土重来》

◎

木木 辑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

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

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 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

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

办学条件大幅改善， 职业

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

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 职业教育吸引力和

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

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

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

样化人才、 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然而，在当下的国民教育体

系中，职业教育仍属比较尴

尬的存在，很多家长不愿意

把孩子送进职校，而不少进

职校就读的学生存在破罐

破摔的想法。

随着普职分流推进，

50%左右初中毕业生将要

进入中职学校就读。 事实

上，努力提高职业教育办学

质量，让更多学生愿意到中

职学校就读，对落实“双减”

工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 当中考不再“一考定终

身”， 当读中职学校同样有

机会考取本科深造， 那么，

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

就会得到重视，学生的应试

压力就会相应减轻。

如何提升职业教育吸

引力？ 首先必须显著增强

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对此，

《意见》提出，要完善产教

融合办学体制， 创新校企

合作办学机制， 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 打造中国特色

职业教育品牌； 鼓励上市

公司、 行业龙头企业举办

职业教育。 这些措施很有

针对性， 如果更多大企业

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并且

能够从职业教育中选人用

人， 必然有利于消除社会

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

提升职业教育吸引

力， 还需拓宽学生的上升

通道。众所周知，上普通高

中有资格报考国内几乎所

有的高校，但是目前，上中

职学校基本只能选择省内

高职院校和极少数名气不

大的本科院校。 如果哪一

天， 学幼教专业的职校学

生也能考到北师大， 学汽

修专业的职校学生也能考

到华南理工， 那么社会对

职业教育的偏见必然骤

减。 对此，《意见》 明确提

出， 要推进不同层次职业

教育纵向贯通， 促进不同

类型教育横向融通。 特别

是， 要加强各学段普通教

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

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

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推

动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

中、 高等职业学校与应用

型大学课程互选、 学分互

认。 如果相关措施得以全

面落实， 相信职业教育必

然大受欢迎。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前途广阔， 技能型社会建

设意义重大。 只要进一步

深化招生改革、评价改革、

用人制度改革， 打通职业

学校毕业生在就业、落户、

职称评审、 晋升等方面的

通道， 那么职业教育必将

迎来美好的春天。

◎

舒圣祥 律师

今日系重阳，寻晚，因为台

风“圆规”嘅影响，广州重阳嘅

登高点暂时关闭。

重阳节登高爬山， 系广州

市民一年一度嘅例牌节目，广

州人喺呢一日登高都系祈望转

好运， 以前亦都有唔少人系上

山祭拜祖先嘅。

喺广东， 除咗清明拜山，唔

少家庭仲会拣重阳呢日。 重阳时

节，南方已经入秋，又的确系一个

适合行山嘅日子。 唔似清明噉，

阴雨绵绵，行两步都身水身汗。

重阳节秋高气爽， 祭拜祖先之

余，登高揽胜，心情都会靓好多。

喺清代，“放纸鹞（风筝）”

仲系嗰时嘅重要活动。 嗰啲纸

鹞系用白纸粘制， 翼上边有竹

或者弓，仲有啲薄铜片，当佢迎

风飞起嗰时，会发出呜呜响声，

所以， 佢仲有一个名堂， 叫做

“响弓鹞”。 喺屈大均嘅《广东新

语》入边，就记载住“广州人九

日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 ”

据讲，当时广州仲有一个习俗，

放纸鹞仲寓意系放走啲灾难。

喺清代嘅《岭南杂事诗钞》就记

录咗呢个习俗：“重九登临意若

何，游人翘首白云多。 纸鸢放罢

心私喜，灾难从今带去么？ ”

而家， 放纸鹞就冇呢种讲

究啦。 不过“行山转运”呢个习

俗仲系保留咗落嚟，但“转运”

嘅嘢就由风筝换成咗风车。

◎

阮栩 编辑

“明明是花钱买服

务， 没买到服务为什么

不退款， 只返回平台的

虚拟币。 ”近日，多位消

费者向《中国消费者报》

反映， 在多个网络平台

遭遇无法正常退款的情

况。《中国消费者报》调

查发现， 此类问题已成

投诉热点， 投诉对象涉

及多个知名网络平台

（《中国消费者报》10 月

13 日）。

一些网络平台“吃”

的是真金白银，“吐”出

来的却是自产的虚拟

币。 这一进一出，消费者

的财产权益就明显缩水

了，毕竟，虚拟币只是一

种网络代金券， 使用范

围只限于平台自家。

显然， 网络平台做

法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也违背了契约规则。 在

普通商事合同中， 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

的， 消费者在网络平台

花钱购买服务， 就履行

了己方的支付义务，相

应地， 网络平台应该向

消费者提供符合双方约

定的服务，否则，消费者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

有权解除合同。

需要强调的是， 对

于网络平台的违约， 消

费者既可要求退款， 还

可要求对方支付违约

金、 赔偿损失。 然而，

一些网络平台不仅违

约， 还单方决定以虚拟

币代替真金白银退给消

费者 ， 显然是不合法

的。

10 月 8 日， 媒体在

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关

键词“币+退款”，显示有

18722 条相关投诉，大多

数反映在网络平台充值

虚拟币未消费却不能退

款。 如此大的投诉量说

明，“不退款只返币”的

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

对此，市场监管、消协等

责任主体应高度重视，

及时介入调查， 对于侵

权的网络平台， 应根据

各自职能，以责令改正、

曝光问题、 发布消费警

示、 支持消费者集体诉

讼或发起公益诉讼等方

式进行干预。

◎

李英锋 公务员

重阳节前夕， 广州

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作了

一项调查，

“民调显示 ：

广州超七成子女辈受访

者认为照顾老年父母有

困难 ”

（《羊城晚报》10月

13日）。 困难的首要原因

是“没时间照顾”，其次

是“经济压力大”。 尊老

爱老是传统美德， 必须

传承下去。 既然照顾孩

子的困难能够克服，那

么照顾父母的困难同样

也可以克服。

很多时候， 人们克

服困难易， 控制情绪却

难。 比如，谁都明白“冲

动是魔鬼”，但有时候发

起火来就会忘记教训。

你看，

“广州一女子对男

友 心 存 怨 恨 怒 砸 其 汽

车， 结果砸错了 ”

（信息

时报微信公众号10月13

日）。 砸错的后果，除了

经济赔偿， 还有刑事处

罚。 事实上， 即使没砸

错，也要承担责任。 冲动

的代价， 基本上都得自

己一个人来扛。 无独有

偶 ，

“只 因 嫌 弃 臭 豆 腐

臭 ， 广东五华男子竟与

店 主 争 执 并 将 对 方 打

伤 ”

（广州日报·新花城

10月13日）。 同样因为冲

动，赔钱又获刑。 归结起

来， 还是心理素质与自

我教育欠缺。

文明和谐的社会，来

自人的文明与守法。正因

为文明与法治不断进步，

我们的生态文明也得到

了极好的发展。 比如，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广

东越来越多珍稀动植物

被发现 ”

（《南方都市报》

10月13日）。 立法与科普

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

人都懂得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重要意义。人人都

懂得珍惜，珍稀动植物就

会得到很好的繁衍生息，

假以时日，珍稀动植物将

不再珍稀。

省钱的服务也值得

珍惜。 对于

“广东疾控机

构核酸混检收费降至

12

元 ”

（大洋网10月12日），

省钱的最好办法， 是多

人相约一起混检。 当然，

医疗机构在挂号收费方

面也要提供混检的便

利， 预约选项不能只设

置单检一项。

◎

胡也屏 媒体人

中国国家公园是以保护

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

统为主要目的， 实现自然资源

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

域或海域。12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

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时指出，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

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

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

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类。

近年来我国国家公园发

展进程明显加快，离不开持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大

环境。而此时正式设立第一批

国家公园，也是中国进一步加

大力度， 推进自然生态保护、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切实行动。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体现了高起点和严要求，向

着建立系统的国家公园体系迈

出了坚实步伐。 第一批国家公

园， 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典型

的生态功能代表性， 如三江源

国家公园主要保护青藏高原重

要生态功能区； 大熊猫国家公

园、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守护着

大熊猫、 东北虎、 东北豹等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以这些

旗舰物种为伞护种的重要生态

系统；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则主要保护热

带、亚热带重要森林生态系统。

与一般意义上单纯供游

览休闲的公园不同，国家公园

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

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

行最严格的保护。加快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

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

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

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

系，就是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

保护起来，努力以最大尺度空

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严格保护，并不是不要科

普和游憩，而是一切都要在有

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对于老

百姓来说， 国家公园的设立，

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科普、教

育和游憩场所。国家公园的社

区群众，更是可以从国家公园

的生态效益中获益，逐步走出

可持续发展之路。

历经多年探索，我们迎来

了第一批国家公园，还有更多

的国家公园在路上。

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

新起点。 在多年试点中，我们

在生态修复、体制机制等方面

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存在

一些挑战，一些地方保护与发

展的矛盾仍然尖锐。要继续探

索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

的多种功能，走出一条符合中

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

让国家公园守得住绿水青山、

对得起子孙后代。

◎

胡璐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