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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给充值打赏以“后悔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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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虚假打折， 难以

毕其功于一役， 需要久久

为功、 持续用力、 深入推

进。 首先， 依法加强惩治

力度， 对虚假打折等违法

经营行为露头就打， 提高

其违法成本。 其次， 依法

健全严格的“原价” 认

定， 督促商家遵守相关规

定， 禁止随心所欲虚标价

格、 进行虚假打折。 此

外， 还可建立“黑名单”

制度， 对严重违法违规者

实行行业禁入， 推动商家

增强依法经营的自觉性。

多措并举、 凝聚合力， 就

能维护市场秩序， 改善消

费体验， 助力优化营商环

境。

———人民日报： 《切

实提升消费者信任度安全

感》

规范医疗健康类直播

不能止于严查带货。 直播

镜头对准的区域、 医生口

头列举病例等， 都极易泄

露患者的隐私， 推出更严

格的隐患保护条款势在必

行。 医学专业性很强， 医

生超出本专业也会是外

行， 若想做到直播内容与

岗位相适应， 除了要验证

医务人员的身份， 还要做

到专业对口。

———中 国 青 年 报 ：

《别让医生直播间沦为医

药大卖场》

这些旗舰店延续至

今， 并不是平台不想管，

而是经营者大都持有商标

注册证， 其中绝大多数是

外国品牌的中文译名或常

用简称被其他企业抢先注

册了。 严格来说， 店里卖

的不一定是假货， 而是自

有品牌产品。 只不过， 这

些自有品牌往往与知名品

牌高度“相似”。 这就造

成两难境地： 购买时， 消

费者仿佛遇到会易容术的

东施， 难辨真假； 维权

时， 又碰到有护身符的李

鬼， 除了要求退款， 好像

也没其他办法。

———经济日报： 《警

惕似是而非的品牌》

◎

木木 辑

疫情发生后， 多地中

小学生居家上网课， 很多

家长工作较忙无法经常看

顾， 有的孩子在学习之余

独自上网，未经父母同意，

就在网络平台为主播作出

大额打赏或者充值， 有的

金额甚至高达上百万元，

被家长发现后向平台索

还。那么，孩子打赏出去的

钱能追回吗？ 家长要如何

证明打赏行为是孩子作出

的呢？（《北京日报》6月22

日）

未成年人大额充值玩

网络游戏、 给主播打赏等

现象屡见不鲜。 这类现象

源于青少年非理性消费，

一是缺乏自控性， 经不起

诱导，盲目跟随；二是希望

通过偷偷充值预付， 为自

己预留更长玩游戏的时

间，这助长了网络沉迷，也

会给家长带来经济损失。

针对未成年人进行游

戏充值、 打赏网络主播所

引发的纠纷， 最高法给出

了明确意见： 当未成年人

参与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

支出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

适应的款项， 如果监护人

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

该款项时， 人民法院应予

以支持。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为

相关纠纷提供了解决的依

据， 但司法实务要兼顾各

方权益公平， 并遵循法定

的程序， 按照谁主张谁举

证的原则，审理裁决纠纷。

应用中， 很多家长们都陷

于举证难的困境， 难以证

明充值打赏行为是孩子做

出的， 并且还会面临繁冗

的诉讼程序和不菲的诉讼

成本。

无论是游戏平台还是

直播平台， 对于消费者充

值或者打赏， 既应遵循平

等自愿， 同时也要给予非

理性消费一定的保护，更

好地兼顾双方权益， 维护

消费公平。 在网络购物方

面， 就有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后悔权”设计，该制度

在确定之初， 一度被担心

被滥用，但实践证明，无论

是非理性消费还是恶意

“后悔”， 都是极少数。 相

反， 这项制度从根本上规

避了很多纠纷与矛盾。

同样作为纠纷解决的

预置规则，“后悔权” 在网

络游戏充值与直播打赏

上，也可以尝试应用。 如，

游戏充值到某种程度可以

视同预收费， 如果对账户

即时的余额超过一定额度

（如500元）的部分，账户使

用人都可要求退还， 如此

既可以给予未成年人天价

充值返还以简便的通道，

同时并不会影响到平台的

正常运营。

至于直播平台， 在界

定合理打赏额度的情况

下， 也可赋予用户超额部

分限期内的“后悔权”，如，

24小时内同一平台累计打

赏超过一定金额的部分，

用户在7天内都可以要求

索回， 如此既可以防止天

价打赏的发生， 同时也有

助于规范直播平台乱象，

减少靠低俗引诱等方式获

取盲目冲动打赏的现象。

相比较而言， 这样的措施

更简便直观，易于操作，保

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更富效

率。 ◎

房清江 公务员

夏至啱过，广州或将进入

高温模式。 高温天气，行公园

游湖不失为一种舒服嘅避暑

方式，而家广州嘅公园都有或

大或细嘅人工湖，可以扒艇坐

船，吹住湖畔清风，真系令舍

清凉。

其实，喺千几年前，广州

城入边就有一个超级大嘅人

工湖，当时都系一个唔错嘅避

暑胜地。 呢个湖就系以前嘅

西湖。 据讲，佢开挖嗰时就有

成1600米咁阔，从而家嘅仙湖

街一直到广卫路。 呢个湖系

南汉嘅皇帝下令挖嘅，佢仲喺

湖中间整咗个岛仔，专门用嚟

炼药祈求长生。 呢个湖当时

又叫做“仙湖”，嗰中心岛又叫

做“药洲”。 仲有一种讲法就

系，南宋之前，五仙观唔系喺

惠福西路，而系喺而家嘅省财

政厅附近，即系当时古西湖嘅

北边，所以后嚟啲人又习惯叫

佢做“仙湖”。 宋朝嗰阵，好多

文人墨客中意喺度坐船游览，

北宋著名嘅书法家米芾亦都

嚟过呢度，仲留低咗“药洲”呢

两个字嘅石刻墨宝。

可惜嘅系，随住上游甘溪

水量逐渐减少，南宋之后呢个

湖就慢慢淤塞，越嚟越细。 到

咗明朝，仲有“药洲春晓”呢个

羊城八景景点。 再后嚟，就只

系净返上边嘅九旧石头———

九曜石，其他嘅，就得返啲街

巷名，比如西湖路、仙湖街。

◎

阮栩 编辑

扩大预警劝阻责任

主体， 增加其他部门和

金融、电信、互联网企业

的预警劝阻措施……21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二次审议的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草案， 进一

步释放出对反诈工作齐

抓共管、 协同共治的明

确信号。

当前， 全国电信网

络诈骗立案数已连续12

个月同比下降。 在高压

震慑下， 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持续上升势头得到

有效遏制。 但也应该看

到， 案件发案数还在高

位运行， 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 有的诈骗分子紧

跟社会热点， 针对不同

群体定制诈骗“剧本”；

有的诈骗集团手法加紧

变异出新，利用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

态， 与打击治理部门的

攻防对抗升级。

伴随网络技术迅猛

发展， 传统犯罪加速向

网上蔓延。 如何有效应

对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

表的新型网络犯罪，已

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道必

答题。 解答好这道题，关

键在一个“共”字，要将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突

出群防群治， 不断推动

社会治理创新。 打防管

控等各项举措的落实，

有关部门、 相关企业必

须协同发力， 不断加强

联动工作机制建设，形

成全链条反诈、 全行业

阻诈、 全社会防诈的齐

抓共管格局。

近年来， 有关部门

在反诈宣传、 预警劝阻

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

探索， 形成了许多宝贵

经验。 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草案二审稿正是把实

践中行之有效的宣传防

范和预警劝阻措施上升

为法律规定， 推动反电

信网络诈骗工作制度

化、法治化，进一步织密

织牢反诈防诈的法网。

面对不断出新的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

新手段，要全社会携手、

各部门齐心， 形成合围

之势，推动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 有效堵住监管漏

洞、 不断挤压电信网络

诈骗空间， 守护好人民

群众的钱袋子。

◎

熊丰、翟翔 新华社记者

高考填报志愿，切记孩子才是主角

点

击广东

虽然已雨过天晴 ，

但防汛抗洪形势依然严

峻。 比如，

“

6

月

23

日

前后北江下游将迎来有

数 据 记 载 以 来 最 大 洪

水 ”

（广州日报·新花

城 6 月 22 日）。 根据省

防总发布的数据， 截至

6 月 21 日 19 时， 全省

有 53 个河道水文站水

位超警。 为此，

“广东

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

Ⅰ

级 ”

（南方网 6 月 22

日）， 8 个市已启动防汛

应急响应。 截至 21 日

18 时， 全省共转移人员

227658 人。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在社会各界

的同心协力之下， 相信

洪灾很快将被战胜。

战胜自我， 是眼下

高考考生需要练就的基

本功。 首先要以平常心

看待成绩，

“广东高考

评卷工作已完成 ， 考生

周 五 起 可 查 成 绩 ”

（《信息时报》 6 月 22

日）， 这样的时刻， 相

信很多考生是既紧张又

期待。 希望每个考生都

取得符合预期的成绩。

接下来， 要以理性而冷

静的心态去填报志愿。

既不要被各类机构左右

了判断 ， 也不要过度

听 从 大 人 的 安 排 。

“新 高 考 志 愿 怎 填 报 ？

广 东 省 考 试 院 专家支

招三项原则 ”

（金羊网

6 月 22 日）， 这样的权

威且专业的指导， 值得

认真参考。 这里的三原

则， 是指“合理定位、

做足准备、 梯度有序”。

以笔者所见， 个人兴趣

与专长， 是“合理定

位” 的因素之一。 老师

和家长也要切记， 孩子

才是主角， 不宜过度为

孩子做主。 考生自己则

要兼听则明， 既要遵从

内心的意愿， 也要参考

“过来人” 的建议。

如今， 填报志愿的

选 择已 越 来 越 丰 富 。

“

21

所军队院校拟在粤

共招生

329

人， 相比去

年 新 增

3

所 高 校 ”

（《羊城晚报》 6 月 22

日）， 无疑是个好消息。

投身军校， 可同时实现

大学梦与参军梦， 一举

两得。 期待有志向的考

生圆梦。 ◎

王川 教师

随着《2022 年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等文件公开

征求意见，2022 年医保谈判

正式拉开序幕。 根据方案，

2022 医保目录调整将主要纳

入新冠药物、 儿童药和罕见

病用药。 于今年底到期的谈

判药品、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发生重大变化谈判药品也有

机会重新纳入谈判名单（《经

济参考报》6 月 22 日）。

针对即将开始的 2022 年

医保谈判，有业内人士表示，

文件首次公开“谈判药品续

约规则”和“非独家药品竞价

规则”，进一步明确了不同类

型品种的目录准入规则。 这

个“首次”，既是下一轮医保

谈判的最大不同， 也是关键

看点。 这两个规则虽然涉及

的内容不同， 却有相同的作

用———两者都可让“灵魂砍

价”从主要靠现场发挥，变成

长期的制度保障。

初次做生意， 相互摸底

的意味浓厚。 药价还能让多

少、品质是否会随价降低、中

标后断供等风险有多大等，

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受此影

响， 首次签约多为一次性试

探，续约则会立足长远，甚至

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 这就

意味着， 首次谈判的灵魂砍

价时效性有限， 只有制定科

学的谈判续约规则， 才能将

灵魂砍价的成效保持下去。

假如谈判只涉及供需双

方， 买方就很难摸到真实的

底价，倘若独此一家，卖方不

让价的底气有时还很足，砍

价就难以到位。 假如卖方有

多家，就会形成竞争，卖方为

了抢占市场， 就会争相降价

提质，这样的“砍价”威力要

比谈判技巧更管用。 打破垄

断、 制定好非独家药品竞价

规则， 就会形成对买方有利

的谈判局面。

前几轮医保谈判频繁出

现的灵魂砍价， 让民众既感

动又钦佩， 谈判药品的价格

出现断崖式下跌， 广大患者

受益匪浅。 立足现实，灵魂砍

价多多益善，立足长远，需完

善制度与规则， 使灵魂砍价

不再止于现场， 而是融入市

场细节当中。 尤其当部分谈

判药品出现入院难和断供等

现象之后， 制度与规则的建

立就更显重要。

今后的医保谈判， 既要

有让人称赞的现场发挥，更

应在规则方面多推出一些类

似的“首次”，使制度能够不

断得到完善，医保谈判从“摸

着石头过河”，变成驶上宽阔

的“规则大桥”，使谈判成效

和医保福利均有更长远的保

障。 从上述新闻报道透露的

信息来看， 这样的规则有望

在不久的将来建成。

◎

罗志华 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