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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朗

据《宁波晚报》报道，我市某社
区根据市有关部门要求，开始由第
三方为 80 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
居家养老服务，不料，有三对老人因
对服务不满意先后到社区投诉。其
中一对老人反映：按照规定老两口
可以享受 6 小时服务，但觉得一次
用不完，希望分开用，工作人员却说
必须一次用完；老人需要拖地、擦玻
璃，可对方只愿意做量血压、聊天等
轻松工作。双方话不投机，原本 6小
时服务，半小时就结束了。一句话，
某些服务项目老人说了不算，服务
时间缩水，服务质量不高。

目前，宁波 60周岁以上老人超
过 1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22.4%，不
少人则已迈过 80周岁这道坎，面临
着诸多“近忧远虑”。各级政府与时
俱进，主动应对“银色浪潮”挑战，通
过购买第三方服务方式，向符合规
定的老人免费提供理发、送餐、室内
清洁、代购代买、维修等服务，可谓
应有尽有、细致入微。政府部门制定
政策的初衷是良好的，是实现老有
所养的重要举措，是高龄老人及其
家人的福音。这项工作目前处在起

始阶段，出现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
的，允许逐步完善。不过，为把政府
惠老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对一些问
题还是应该认真反思。

应该建立严格的服务机构准入
制度。新闻中受到投诉的第三方公
司道出了服务不到位的“理由”：公
司前期对进行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
虽然已有所储备，但因为人员不稳
定、招工难等原因，人手相对紧张。此
次提供惠老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不是
由政府指定，而是按照市场机制、经
过竞标才获得服务资格的。竞标时，
服务内容、服务时间十分明确，一旦
中标，履行相关承诺、帮老人所需是
最起码的要求，不存在任何讨价还价
的余地。但从事实来看，某些中标公
司并不具备完成任务的条件。以西门
街道为例，符合该项免费服务条件的
老人有上千人，每月需要提供服务
3000 小时，而竞标成功的公司提供
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10人至13人，
按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算，13人是无
法满足服务要求的。那他们是怎样
通过审查的呢？是招标承办单位不
了解公司真实情况，还是在竞标企
业中没有条件更好的公司，只好矮
中取长？这足以说明，对竞标者严格

进行资格审查的重要性。
应该建立和实施跟踪评价、考

核制度。报道提及，有关部门对第三
方服务机构有监督机制，这是十分
必要的。但落实相关制度、及时发现
问题、不断完善服务更为重要。前已
述及，应聘公司服务人员不足，那
么，具体负责实施惠老实事的社区，
是否在公司正式服务前，对公司人
员招聘、人员素质、人员培训等方面
尽到督促检查义务了呢？要知道，
某些服务人员满嘴“霸王条款”，
偷懒耍滑，不肯出力，“拿政府的
钱不当钱”，并非通过监督机制发
现，而是在三对老人举报后才“东
窗事发”的。其他街道、社区是否
也存在类似问题？因为不排除一些
喜欢息事宁人的老人没有举报。为
此，街道、社区有必要对接受服务
老人实行回访，严格实施对第三方
服务监督机制，即使无法做到事事
回访，也应进行抽样调查，尽可能
全面地了解相关服务质量。一旦发
现问题，轻则批评教育，重则严肃
惩处，对个别滥竽充数者则予以清
退。

应该对服务机构和人员给予合
理报酬。据记者调查，政府向第三

方公司购买服务的价格是 25元/小
时，在扣除公司上交部分后，服务
人员的薪酬标准为 10 多元/小时，
而现在擦玻璃等家政服务的市场价
是 35 元/小时至 40 元/小时，服务
人员的报酬离社会平均薪酬水平相
差甚远。服务人员也需要养家糊
口，如果收入太低，将难以吸引服
务人员加盟，也容易挫伤他们惠老
服务的积极性。当然，中国属于

“未富先老”，为给 80 周岁以上老
人免费服务，政府财政支出已经不
菲，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只能量入
为出，循序渐进。不过，助老经费
是 可 以 开 源 节 流 的 。 所 谓 “ 开
源”，就是可以把过去街道、社区
一些惠老资金纳入其中，并吸纳企
业家和爱心人士的捐助；所谓“节
流”，则是对有限的政府购买服务
资金不“撒胡椒面”，重点保证收
入偏低、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需求，还
可以吸收、整合志愿者加入惠老服
务行列，把省下的钱用在刀刃上。

把政府惠老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杨朝清

日前，浙江省快递行业高级工
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召开
首次评审会议，经专家组评审，7名
人员获得浙江省首批快递行业高级
工程师资格，其中设备工程专业 2
名，信息工程专业 2名，网路工程专
业 3名。由此，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
了快递行业高级工程师零的突破（7
月2日《浙江日报》）。

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
穿梭也好，在不方便骑行的道路上奔
跑也罢，快递员忙碌的身影，已经成为

“流动中国”的一个缩影。正是得益于
快递业劳动者的努力与坚持，我们才
能享受互联网经济带来的诸多便利。

一份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快递，背后有
包括快递员在内很多人的劳动。

方兴未艾的快递行业，也需要
建构职称评价体系。设置“快递业高
级工程师”，不仅让那些技能型、创新
型劳动者得到更多的物质激励，也能
够让快递业从业者得到更多的尊重
与社会认同。更为关键的是，快递业
职称评价体系的设置，有助于促进快
递业从业人员的有序流动，给普通劳
动者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

一提到快递业，许多人会惯性联
想到快递员，实际上，快递业除了经
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快递员，还有不
少在幕后工作的劳动者。不论是快递
分拣、运输调度，还是数据和信息的
处理与运用，抑或相关设备的运营与

维护，快递业犹如一个大机器，需要
许多螺丝钉发挥各自的作用。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作为
最宝贵的资源，不仅面临着不同城
市之间的争夺，也面临着不同行业
之间的争夺。快递业作为一个新兴
行业，同样需要吸引优秀人才。对于
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来
说，“快递业高级工程师”不仅意味
着“钱袋子”更鼓一些，还意味着更
有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更有职业
体面与尊严。当快递业更有“含金
量”，才能集聚更多的人才。

做好快递业的人才队伍建设，
不仅需要引来“金凤凰”，也需要培
育人才、留住人才。快递行业人员流
动性大，破解人才流失，关键在于点

燃他们的希望之灯。有些快递业的
从业者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却在长期的摸爬滚打中成为业界精
英，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快递业
高级工程师”打破了职场天花板，让
那些热爱快递行业的人不仅有“钱
景”，也有“前途”。

如火如荼的快递业，需要更多
的“源头活水”。快递业的转型升级，
既需要为了更好的生活拼尽全力的
普通劳动者的付出，也需要一支高
素质、复合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人
才队伍。只有让更多快递从业者有
机会成长为高级工程师，让更多从
业者拥有人生突破和向上流动的机
会，更多优秀人才愿意投身其中，快
递业才会更有生机与活力。

“快递业高级工程师”提升价值认同促进人才流动

何勇海

如今，漫步机、旋转器、扭腰
器、蹬腿器、双杠等健身器材成为
很多小区和公园的标准配置。这
些器材既能让居民在家门口锻
炼，又增添了生活乐趣，深受居民
欢迎。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小
区的健身器材出现破旧损坏，不
仅影响小区形象，还给居民带来
安全隐患（7月2日《工人日报》）。

公共健身器材交付使用后就
不再过问，重建轻管现象的确普
遍。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器材涉及
的相关部门与单位并没有承担起
各自的职责。

据报道，当前各地小区及公
园等公共场所的健身器材来源有
三：政府采购后投放、体育主管部
门等赠予、开发商或物业公司自
行购置后投放。政府采购后投放
的健身器材，岂能一投了之？应当
落实街道、社区的属地管理原则，
做好器材的管理维护，既要考虑
公共健身器材的前期建设投入，
更要考虑后期监管维护费用，解
决好管理与维修资金的来源问
题，做到专款专用。有人建无人
管，有钱建无钱修，会让这种好事
的惠民利民效果大打折扣。

对于体育主管部门赠予的健

身器材，按照捐赠受赠协议有关规
定，应由受赠单位负责管理和日常
维护，并承担经费，但是不是体育部
门就没有后续管理维护的责任了？
非也。国家体育总局在 2017年印发
的《室外健身器材配建管理办法》就
提出了“保证质量、建管并重”等原
则，还要求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应会
同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开
展本行政区域器材质量、安装、管理
维护检查，协调督促供应商、器材使
用方解决器材存在的问题。

对赠予的健身器材实行“谁受
益、谁管理”，极可能就没人管理，因
为管理需要费用，一些小区等受赠
单位即便愿意受赠，也会对年久失
修的健身器材熟视无睹、不闻不问。
要论“谁受益”，当然群众最受益，因
此体育主管部门赠予健身器材也要
明确维修制度及维护更新的资金来
源，将好事做到底，而非虎头蛇尾。

当然，对于开发商或物业自行
购置投放的健身器材，它们显然有
责任、有义务管理维护好，因为这些
器材提升了楼盘品质，开发商或物
业公司本来就具有安全保障义务。

总之，对于公共健身器材，要按
不同来源明确管理维护责任、后续资
金来源。有的地方尝试为公共健身器
材购买保险，以防止无人管、无人修
乃至发生“吃人”事件，值得推广。

公共健身器材
需要落实管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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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川 绘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1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洞察”号火星
无人探测器团队1日说，已远程操
控“洞察”号的机械臂，成功将因
故障“搁浅”的测温装置下探长钉
的支撑设备移除到一旁，迈出让
测温装置重新“上线”的第一步。

“洞察”号的测温装置由德国
航空航天中心提供，放置在火星
表面，用于测量火星“体温”及内
部热流动。该装置配有一个长约
40厘米、代号“鼹鼠”的自锤式长
钉，能像机器人一样从火星表面
下探至 5 米左右深度展开测量。
但“鼹鼠”今年 2月开始执行任务
后不久即受阻“搁浅”，仅能下探
30厘米左右。

据任务团队介绍，“洞察”号
的机械臂上周成功将“鼹鼠”的支
撑设备上提，放置在“鼹鼠”一侧。
这样视线就不再受到遮挡，能清
楚直观地看到“鼹鼠”的状况，便
于制定下一步救助方案。

相关分析认为，“鼹鼠”停止

下探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火星土壤提
供的摩擦力不足，难以抵消设备下
探的后坐力，结果“鼹鼠”只在原地

“弹跳”，而无法向下掘进。在这种情
况下，任务团队计划使用“洞察”号
的机械臂按压“鼹鼠”附近的土壤，
以增加土壤的摩擦力，帮助“鼹鼠”
继续下探。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遭遇岩石。
虽然“鼹鼠”在设计时配备了铲除小
石块的功能，而且任务团队在选择
装置安放地点时已尽量避开岩石较
多区域，但体积较大的岩石仍会影
响其正常工作。这种情况比较糟糕，
因为“鼹鼠”没了支撑设备后，机械
臂将无法抓住它换地方重新下探。

本月晚些时候，在机械臂的抓
手释放“鼹鼠”支撑设备后，“洞察”
号上的相机将给“鼹鼠”拍摄一些细
节照片，帮助团队进一步明确故障
原因，制定下一步方案。

“洞察”号于去年 11 月 26 日在
火星艾利希平原成功着陆，执行人
类首次探究火星内部的任务。

美“洞察”号完成
“挽救”测温装置第一步

新华社华盛顿7月1日电（记
者熊茂伶 邓仙来）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 1日发布拟对欧盟产品
加征关税的“补充清单”，涉及奶
制品、橄榄和威士忌酒等约 40亿
美元欧盟输美产品。美方称这是
针对欧盟航空补贴采取的关税反
制措施的一部分。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
表声明说，“补充清单”是在“初步
清单”接受公众评议和其他分析
之后作出的决定。美方于 4 月 12
日公布了拟加征关税的欧盟输美
产品“初步清单”，涉及产品价值
约210亿美元。

声明称，“补充清单”即日起
征求公众评议。如果世界贸易组

织在公众评议结束前作出裁决，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可随即对“初步
清单”上的产品加征关税，并对“补
充清单”上的产品采取“进一步可能
的行动”。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由来已久。
2004 年，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诉
讼，指控欧盟以各种形式向空客提
供非法补贴；欧盟随后也向世贸组
织起诉美国政府向波音公司提供巨
额非法补贴。对此，世贸组织曾先后
裁定，美国和欧盟均存在对各自航
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问题。

美国今年 4月开出拟加征关税
的欧盟输美产品清单后，作为回应，
欧盟也开出一份美国输欧产品清
单，威胁加征关税。

美国拟再对欧盟产品
加征关税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升级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记者 王晨笛 刘晨 刘品然

伊朗外长扎里夫 1 日表示，伊
朗低浓度浓缩铀存量已经突破 300
公斤。这一限度是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允许伊朗储存低浓度浓缩铀的
上限。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退出伊核
协议并重启对伊朗制裁的情况下，伊
朗此举意在对欧洲国家维护伊核协
议的努力不足表达不满，敦促这些国
家更积极地履行相关义务。

对欧洲表达不满

扎里夫 1 日还表示，伊朗已经
启动退出伊核协议的第二阶段进
程。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于 5 月 8
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
铀，并设立 60天期限要求伊核协议
其他签字方满足伊朗方面的诉求，
否则将不再限制铀浓缩活动的产品
丰度。6月17日，伊朗警告将解除对
浓缩铀存量的限制，其浓缩铀存量

将在 10 天内超过伊核协议所规定
的300公斤上限。扎里夫本月1日宣
布的消息显然是让6月17日的警告

“落了地”。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此次宣布

浓缩铀存量突破 300公斤上限的时
间晚于先前的警告。原本，伊朗应在
6 月 27 日就宣布突破上限。分析人
士认为，这与 6 月 28 日在奥地利维
也纳举行的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
委员会会议有关。伊朗曾对那次会
议抱有一定期待，因此在会前没有
宣布突破上限的消息，但会议结果
令伊朗失望。

事实上，伊朗副外长阿拉格齐
在 6 月 28 日会后表示，会议虽然取
得了成果但“仍然不够”。他特别提
到了英、法、德推进的“贸易结算支
持机制”。该机制旨在帮助伊朗绕过
美国制裁与欧洲开展贸易，但此前
伊朗一直抱怨这一机制进展缓慢。
阿拉格齐说，要让该机制真正发挥
作用，欧洲需要从伊朗购买石油，或
者考虑为这一机制引入信贷服务。

扎里夫此次在宣布浓缩铀存量
突破 300 公斤上限时，也指责欧洲

国家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障伊朗根
据伊核协议应当获得的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退出伊
核协议后，伊朗视欧洲国家为维护
伊核协议的重要力量。但欧洲国家
除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伊核协议外，
并没有多少实际行动，因此伊朗不
得不采取措施对欧洲国家施压，以
促使它们“做得更多”。

不过，伊朗在遵守伊核协议方
面也留下了一些余地。扎里夫表示，
如果签署伊核协议的欧洲国家履行
其承诺，伊朗将恢复履行该协议规
定的义务。

局势会否恶化

伊朗突破浓缩铀存量上限的消
息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秘书
长发言人迪雅里克表示，伊朗应遵
守伊核协议，该协议的其余签字方
正在寻找挽救伊核协议和缓解对伊
制裁的方法。

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和安全事
务的发言人马娅·科齐扬契奇表示，
欧盟敦促伊朗避免进一步破坏伊核

协议。只要伊朗继续履行相关承诺，
欧洲仍将致力于维护该协议。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
示，伊朗浓缩铀存量超过 300 公斤
的事实令人遗憾，但这一结果并不
令人意外。因为，伊朗并未得到伊核
协议所规定的权益，反而在最近几
个月中遭受了来自美国的“前所未
有”的压力。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伊核协
议允许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本身就
是“一个错误”，美国及其盟友不会
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美对伊“极限
施压”仍将继续，直至伊朗领导层改
变当前行为。

近来，美国通过向中东地区增
兵和追加新制裁等手段不断加大对
伊朗的“极限施压”。而伊朗也毫不
示弱，甚至击落了美国的一架军用
无人机。双方的对峙令地区局势持
续紧张。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
尔斯海默认为，伊朗不会示弱，因为
一旦屈服于“极限施压”，美国政府
中的强硬派就会得势，并可能持续
对伊朗施压。

低浓度浓缩铀存量超300公斤

伊朗为何突破浓缩铀存量上限

7 月 1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
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哈
立德·法利赫 （中） 在会议现场接
受记者采访。

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 7
月 1日在维也纳举行半年度会议后
宣布，将原油减产协议延长 9个月
至 2020 年 3 月底。分析人士认为，
在全球原油需求增速放缓之际，欧
佩克这一决定旨在通过改变供需关
系来推升油价。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欧佩克：

延长减产协议
以推升油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