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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吃播、倒奶等行为 北京立法反食品浪费

在场景贷上屡屡踩雷的晋商消
金，终于引发了众怒。一位女士在查询
个人征信报告时，发现“工作单位”一
栏竟写着“专业做鸡十年”。这一侮辱
性的信息， 是由晋商消金上传至央行
征信系统。

事件过于奇葩，以至于舆论哗然，
历经央行通报、深夜致歉，晋商消金被
暂停了征信系统查询权限。

事实上，晋商消金劣迹不止于此。
据北京商报报道， 在贷款行为存在争
议的情况下，晋商消金以“还款后立刻
删除逾期记录”，要挟用户还款。而在
新浪黑猫投诉平台上， 晋商消金也是
长期霸屏。

征信报告被滥用，是公众担忧的
事情。随着金融普惠和金融科技的发
展，金融场景日益下沉，与越来越多
的人产生交集。以前，大家提到征信，
往往对象是作为老板的“老赖”；现
在，从工薪到中产，都在征信的影响
之下。

特别是金融征信， 不是随随便便
的街道社区登记， 金融征信的信息极
为隐私且要害， 其目的是为了控制风
险，信息对称，以及用制度来约束市场
行为。但互联网金融起起伏伏，将很多
不合格、 风控差的金融机构也带入场
内，使得它们把征信报告当成了“大杀
器”，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在去年，很
多因机构或平台跑路而深陷场景贷的
用户，明明已经交了钱，却在很多金融
机构的征信“威逼”下，不得不补交“欠
款”，防止“征信死亡”。

金融征信是双向的， 不能对金融
机构“宽于待人”，而只是要求用户“严
于律己”。晋商消金事件暴露出的征信
管理短板，应该在制度上举一反三，双
向约束，探讨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而
非一味居高临下的“管理”。

征信边界这个事情， 近年来确
实引发越来越高的关注和辩论。在
中国，信用社会不够成熟，向来是我
们市场经济的短板。 因此这些年征
信的快速发展， 大家的态度基本是
点赞。 但凡事也存在过犹不及的一
面，如果没有很好地厘清边界，会让
征信偏离自己的核心功能， 而负载
太多的诉求。

比如， 水电煤气欠费被纳入征
信，就值得商榷。因为导致费用拖欠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一定就是用
户的责任和过错，如此“一刀切”显然
会误伤， 反而影响征信的公信力。再
比如高铁吸烟，这个行为当然既是不
安全的，也是不道德的，理应惩戒，但
是否就需要纳入征信？如果将大量社
会治理问题征信化，将征信的边界不
断扩大，难免失焦。因为，如果什么都
管起来，可能顾此失彼，什么都管的
不够好。

征信是个好制度， 提高大家的犯
错成本，倒逼人们更具“规则意识”和
“契约精神”。如何用好这个制度，如何
保证这个制度的精准度和力度， 需要
宏观审慎和与时俱进。简单的“一征了
之”或“一征就灵”思维，把征信当作是
“道德警察”，是偷懒的。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征信不是要挟用户的工具
韩哲

大宗商品涨价 上下游企业冰火两重天
大宗商品涨价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仍

在持续，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27日发布的数

据，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上游采

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实现了快速增长。

不过，下游企业的日子却并不好过，成本提

高、利润收缩难免影响企业发展的信心，稳岗

就业问题也亟待解决。未来为下游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相应的措施和

补贴，进一步打击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的行

为成为必然之举。

采矿业利润上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4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943.5亿元，

同比增长1.06倍。各行业盈利均好于去年同

期。41个工业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均增加（或

扭亏为盈、减亏）。其中，有10个行业利润增

速超过100%，占24.4%；有14个行业利润增

长50%-100%，占34.1%。与2019年同期相

比，有30个行业实现利润增长，占73.2%。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解读

称，上游采矿业利润增长明显加快，原材料制

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是受市场需求改善、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

具体到采矿业，从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

看到，前4月其利润同比增长1.03倍，比一季

度加快25.8个百分点。其中，油气开采业利润

增长1.19倍，加快101个百分点。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66倍，明

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拉动规模以

上工业利润增长45.9个百分点。其中，石油加

工业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和需求回暖带动下

实现扭亏为盈，新增利润1658.3亿元；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业利润同比增长2.72倍，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4.16倍，有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84倍。

“总体来看，1-4月份工业企业效益状况

保持平稳较快恢复态势。”朱虹说，但也要看

到，国外疫情和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工业经济

稳定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效益改善仍

不平衡；加之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加大了

中下游行业生产经营压力。下一阶段，要扎实

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断巩固经济

稳定恢复基础，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下游生产经营负重

与上游企业利润增长不同的是，下游企

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以钢铁工业为例，

5月24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报告指出，

由于4月份以来钢材价格上涨速度较快、幅

度较大，造船、家电等下游用钢行业难以承受

钢价持续高位盘整，后期钢价难以持续大幅

上涨。

而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浙江宁波考

察期间，也有一家家电企业负责人直言，原材

料价格上涨，确实给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压力。

另一家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公司是通过提高

智能化生产水平，在企业内部挖潜力降成本，

来消化原材料上涨的压力。

“成本上升、利润下降是大宗商品涨价对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直接影响，同时，这种

现状也间接影响了企业发展的信心，盈利预期

有所收窄。”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

会会长任壮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也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制造业原材料成本占

到了制造业生产成本的60%以上。大宗商品

价格持续上涨，对我国制造业影响较大。

“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抗风险经营规模

小，原材料成本占到了经营成本的很大比例，

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对冲成本波动的能

力弱，对下游的议价能力不强，难以通过对产

品提价来向下游转移成本压力。原材料价格

的快速上涨必将大幅侵蚀这些市场主体的利

润，抑制投资意愿，进而对就业形成压力。”胡

麒牧说。

助力小微企业渡难关

在相关部门连续出手应对大宗商品涨价

问题后，5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指

出，要多措并举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应

对上游原材料涨价影响。

国常会指出，支持大型企业搭建重点行

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用市场化办法引导

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

作，做好保供稳价；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

等行为；并督促引导平台降低过高收费、抽成

及新商户佣金和推介费比例。

其中还提到，要支持各地按规定对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给予稳岗就业补贴。对此，

胡麒牧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然坚

持就业优先的政策，保就业就要保市场主体。

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吸纳了大量就业，

一旦出现亏损或破产就会带来就业问题。目

前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两方面压力，一

是上游原材料成本在上升，二是下游需求尚未

完全恢复。因此一方面要通过保供稳价来平抑

这些市场主体的原材料成本，另一方面要通过

稳岗就业补贴，减轻人工成本压力，最终的目

的是为了保障这些市场主体的平稳运行。

此外，他还建议，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制

造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抑制不合理的原材

料需求；畅通物流运输环节，减少因运力问题导

致的价格上涨；同时，加强市场监管，重拳出击整

治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散布虚假消息、串通垄断、

囤积居奇等行为；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管理，并严

厉打击金融资本通过期货市场炒作大宗商品的

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餐馆应设劝导员

法规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安排服务

人员作为劝导员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取

餐、打包剩余餐品，对明显过量点餐、取餐的

行为进行提醒、劝导；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

对实施“光盘行动”的消费者给予奖励或者

优惠。自助餐经营者可以采取事先约定的方

式，对造成浪费的消费者收取相应费用；消

费者协会则可对以设置最低消费额等方式

迫使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食品浪费的餐饮

服务经营者予以批评教育。

此外，餐厅设最低消费额“门槛”迫使消

费者超量点餐，今后将成违法行为。法规明

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明示服务项目及其

收费标准，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不得诱导、

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对诱导、误导或者迫

使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浪费，拒不改正的，

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今后，浪费严重的餐馆饭店不能“评优”

了。法规提出，餐饮、烹饪等食品相关行业协

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制定、实施反食品浪

费相关行业自律规范、团体标准，将反食品

浪费纳入行业评优指标体系，并开展行业食

品浪费监测和分析评估等。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则应

当加强饮食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者形成文

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和习惯，

向消费者提供与餐饮消费相关的信息和

咨询服务。

“大胃王吃播”等被禁

近日，粉丝为给选秀偶像“打投”，买下

大量牛奶后倒掉的视频被曝出，引发社会热

议。针对此类问题，法规明确，食品生产经营

者不得采取诱导消费者浪费食品的营销方

式。对违反规定造成严重浪费的，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随着网络直播的走红，一类博主专门

制作“吃播”，其中部分“吃播”浪费严重。

针对此类行为，法规要求，广播电台、电视

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发

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

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诱导食品浪

费。违反规定的，由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管

理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针对点外卖中的浪费行为，法规

明确，餐饮外卖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

费者按需、适量点餐。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

应当在餐品浏览页面标注餐品规格、参考分

量、口味、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推广小分

量、多规格餐品或者可选套餐。同时，法规要

求，餐饮外卖平台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不得采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

方式诱导、欺骗消费者超量点餐。违反规定

的，有关部门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

法规处理。

发现可打市民热线反映

法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阻、

制止食品浪费行为，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违

反本规定的，可以通过市民服务热线反映或

向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

依法处理。

此外，商务宴请、婚丧喜庆等集体用餐

的组织者应当合理选择用餐形式、用餐标

准、餐品种类和数量，提倡移风易俗、理性消

费，抵制铺张攀比等陋习。承办者应当提高

餐品和服务质量，合理安排宴席流程和餐台

数量，不得过量推销宴席；提倡实行分餐制。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村民自办宴席等

形式的农村集体用餐管理，开展反食品浪费

的宣传教育和指导检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研究员刘小

妹表示：“反食品浪费立法是道德领域突出

问题法治化的要求和体现，既要用法律的强

制力来解决道德问题，又要恪守法律与道德

的边界，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德法共治的优

势。”刘小妹指出，具体在餐饮领域，立法可

以对餐饮经营者、餐饮平台“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行为进行约束，规定要求和义务，实

施奖励与惩戒，但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市民点

餐、取餐、用餐等行为，主要依靠道德自律和

契约约束。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5月27日下
午，修改后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

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条例提出，市政府应当

根据社会医疗急救需要，制定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等医疗急救设备设施配置规划。

修改后的条例提出，院前医疗急救与非急

救医疗转运实行分类服务和管理，非急救医疗

转运不得占用院前医疗急救资源。北京院前医

疗急救服务的专用呼叫号码统一为“120”。

对需要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患者，有常委

会组成人员提出，应加强急救和非急救衔接。据

此，修改后条例提出，对非急、危、重患者，调度人

员应当告知其本市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途径。

市政府将制定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急诊诊疗秩序，保证急、危、重患

者得到优先救治，修改后的条例做出了“预检分

级分诊”的规定，要求院内医疗急救机构根据患

者疾病危险程度实施预检分诊。

此外，条例明确，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

医疗急救需要，制定AED等医疗急救设备设施

配置规划，并组织实施。影剧院、体育场馆、机

场、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站、学校、景区等公共

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安全保障需要

配置医疗急救设备设施和药品，定期组织员工

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和技能，开展医疗急救应急

演练，提高医疗急救保障能力。公共场所医疗急

救设备设施、药品配置指导目录，由市卫生健康

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为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在有突发事件或者

其他公共安全应急、重大活动保障需要的情况

下，全市院前医疗急救机构、院内医疗急救机

构、红十字会所属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他社会医

疗救援力量参与医疗救援保障工作，应当接受

政府的统一指挥调度。

北京将制定AED等

医疗急救设备配置规划

《北京市反食品浪费规定》重点内容

Q：发现食品浪费怎么办？
A：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

阻、制止食品浪费行为

Q：吃自助或点菜吃饭有明显
浪费？

A： 可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
但收费标准应明示

Q：饭店诱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A：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Q：节目出现浪费食品？
A： 及时制止、 停止传输相关内

容；情节严重的，立即停止提
供信息服务

Q：餐饮外卖如
何规范 ，减
少浪费？

A：标注餐品规
格、 参考分
量等信息，
推 广 小 分
量、 多规格
餐品

5月27日， 北京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反

食品浪费规定》， 法规明确

了餐饮服务经营者、餐饮外

卖平台、单位食堂等各类主

体责任，同时，对偶像“打

投”拿走瓶盖倒掉牛奶、“大

胃王”吃下“海量”食物等行

为也进行了规范约束。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