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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议

乱

象

5月 31日是世界无烟日。数据显
示，我国吸烟人数超3亿，每年因吸烟死
亡人数超 100万。“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主播以各种暗号为
掩饰，直播销售各种款式的手卷烟，生
意十分火爆。未经许可在网上卖烟，不
但违反了相关法律，也不利于未成年人
保护。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奥迪文案“像素级抄袭”？谁来给个说法！
秦川

小满节气，奥迪一则由知名艺人刘德
华代言的广告刷屏。随后，某博主晒出其
去年的一个视频称“被抄袭了过亿播放的
文案是什么体验”，直指奥迪视频文案系全
文抄袭，这个维权视频同样刷屏。

对于奥迪来说，这是惨不忍睹的“车
祸”事故。涉事视频点赞有多多，挨骂声
就有多高。如果最终证实涉事视频的文
案确系抄袭，那么奥迪的企业形象就会遭
受重创。

最重要的是，如果涉事视频的文案确
系抄袭，这就涉嫌违法。侵犯了他人的著

作权，必须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这可不是闹
着玩的。

如今，奥迪方面已给出声明，承认监管
不力、审核不严，并公开致歉。奥迪在声
明中还表示，该视频由创意代理公司
M&CSaatchi 提报并执行，本着不回避问
题的原则，我们已责成其尽快就所涉文
案侵权情况进行处理，给公众一个满意
的答复。

目前，奥迪各官方渠道将全面下架该
视频。这是务实之举。接下来，创意代理
公司M&CSaatchi该出来给个说法了。要

交代来龙去脉，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同时，在回应中不能甩锅，不能狡辩，也不
能顾左右而言他。毫无疑问，此事是年度
丑闻，一定被钉在广告史的耻辱柱上，如果
不能痛改前非，恐怕在业内无法立足了。

侵权了，违法了，可不是小事。更可笑
的是，问题视频中的很多文字跟原视频一
模一样，简直是“像素级抄袭”，借用网友的
话说，哪里抄袭了？只不过是复制粘贴一
下。在国家强力维护知识版权的今天，还
出现这档子事，令人费解。正如维权博主
所称，相信德高望重的刘德华先生不会扒

他的文案，再去发商业广告，“是谁扒的，谁
就站出来帮他做一个解释。”解释也不算
完，该怎么处理，监管部门也有责任介入。

“每一个直击人心的创意背后，都是无
数个日夜的厚积薄发”。诚然，如果不尊重
原创，哪还有创新？如果抄袭不受制裁，置
法律于何地？

再豪华的车，一旦“翻车”，一定难堪。
再刷屏的文案，一旦卷入抄袭风波，就会呈
几何级丢人。涉事文案就这样一句话，“不
自满，知不足”。不知道涉事公司有没有知
不足？有没有知耻？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
月”。各地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树牢“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防范化解重大
安全风险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努力以
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当前，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
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今年
以来，受世纪疫情和复杂外部环境冲击等因
素影响，交通、建筑、煤矿等方面安全事故多

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安全生
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有的地方在规划布
局、承接产业转移工程建设等方面安全把关
不严，有的企业不顾安全盲目增产扩容甚至
违法乱干，对此要坚决予以纠正。

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
生命为代价。目前，全国正在深入开展
安全大检查，国务院安委会组织16个综
合检查组进行综合督查，并同步开展国

务院2021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
工作考核巡查及国务院安委会成员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各地各有关方面务
必要高度重视、抓紧推进，既要发现指出
问题，又要帮助解决问题，坚决避免隐患
排查走过场、问题整改流于形式，确保安
全生产大检查取得实效。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
双轮。在当前形势下，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在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和稳控安全生产形势上取得双
胜利，切忌单打一、一刀切。

各地各有关方面要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
安全发展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动态平衡，以安全生产工作实际
成效服务稳经济、防疫情大局，全力保障
经济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救救孩子，美国枪患何时休！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小学 24 日发
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 19 名儿童和 2 名
教师遇害。生命凋零的惨痛悲剧再次暴
露，美国政府漠视生命，人权治理糟糕透
顶，使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下一代的“噩
梦”。

2012 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
学，20 名学生和 6 名老师被枪杀；2018
年，佛罗里达州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
斯中学发生枪击案，17 人死亡、17 人受
伤……2020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
研究表明，涉枪伤害已成为美国儿童和

青少年的最主要死因，75%的美国青少
年认为枪击事件已成为他们最主要的
压力来源。孩子们笼罩在枪支暴力的
阴影下，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美国枪患顽疾“不治”，是利益集团
“太难治”。截至今年4月22日，涉枪暴力
事件已在美国造成 13000 多人丧生。普
通人的生命权被长期漠视，背后是美国枪
支利益集团的庞大势力。美国司法部的
报告显示，2000年至2020年，美国枪械制
造商总计生产逾1.39亿支枪投放民用市
场，仅2020年一年就投放1130万支。作

为众多倡导拥枪权组织中的“龙头老大”，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 500 万会员
和雄厚资金实力，是美国实力最强的游说
集团。在枪支利益集团的阻挠下，美国已
有20多年未通过重要控枪法律。

美国枪患顽疾“不治”，是美国政客
“不想治”。一边是枪支泛滥导致涉枪暴
力激增，一边是美国政客对此熟视无睹，
这是政府的失职，是体制的失灵。枪患
顽疾无情扯下美式人权的遮羞布。生命
权是最大的人权，如果连人民的基本生
命权都无法保护，人权从何谈起？美职

篮金州勇士队主教练史蒂夫·科尔的父
亲就曾是枪击案的受害者，他在得州小
学枪击案发生后愤怒地谴责美国政客：

“孩子们在学校被谋杀，我们什么时候才
能干点正事？”他痛斥，美国政客们将“对
权力的渴望”放在民众利益之上。

积重难返的美国枪患顽疾表明，所谓
“美式民主”根本经不起现实考验。美国人
权治理表现如此不堪，美国政客却一直“内
病外治”，执迷于在国际社会上对别的国家
指手画脚。如此行径，对美国人民极其不
负责任；如此做派，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连日来，教材插图事件愈演愈烈，人
教社出版的小学教材中人物丑陋、引人不
适的事件还未平息，又有细心网友发现，
陕西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同步巧讲精
练》教辅书中用“日军背老太”配图，再次
引发网友关注。据网友提供图片显示，书
中一幅疑似穿着日军军装的人背着老太
的照片，配文竟为“雷锋做好事时付出的
艰辛”。

面对网友的质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发布情况说明称，2017年2月中旬，该

社在自查审读中，已发现该图书中存在此
次网友所反映的严重插图错误，当即停止
发行销售，采取多种方式收回已销售的绝
大部分图书，随后对收回的问题图书及库
存图书予以销毁，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
严肃处理。

众所周知，教材、教辅书籍承载着文化
育人功能，对于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具有重
要作用。因此，在出版这类刊物时，把关环
节必然是十分严格的，且不说出版社有没
有严格落实基本的三审三校制度，负责图

片搜集整理的人竟然连雷锋长什么样都没
有搞清楚，就赫然通过审核，公开出版销
售。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这样的低级错
误到底是因为相关责任人缺乏基本的文化
素质和历史知识导致的，还是有些人别有
用心，故意用这种图片美化日军，荼毒幼童
心灵，给祖国的下一代“洗脑”。怪不得广
大网友纷纷留言：“细思极恐，让人不寒而
栗”“太愤怒了、必须严查”……

儿童教育事关祖国前途命运，让孩子
用上干干净净的教材，和让孩子们吃上安

全放心的饭菜一样重要，这也是广大家长
和孩子们甚至是全社会的一致共识。 正
如人民日报所发的评论中指出，相关部门
必须全面检视、总结经验，进一步健全教
材建设工作体系、完善教材制度规范，用
心用情、好上加好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
慧的精品教材。我们也希望涉及此次事
件的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能够深刻反
思，切实回应网友的质疑：背后的原因到
底是什么，处理了谁，怎么处理的？给社
会、给公众一个交代。

让孩子们远离“毒教材”
王强

“要求具有一定才艺特长，形象气质佳，普通话标
准，身高162cm以上……”近日，山东临沂兰陵县人民医
院招聘60名“才艺护士”引发关注。

才艺常有，护士常见，但“才艺护士”着实让人摸不
着头脑——以“才艺”为前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
护士？对此，兰陵县人民医院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医
院对护理专业的要求较高，此举可能是为了降低门槛
让更多专科学生有机会报名。

实际上，在这家医院的招聘中，“才艺护士”确实是
为专科学生“量身定制”。招聘简章写得清清楚楚：“全
日制本科学历考生不需面试，直接参加笔试；身高、体
重不限”。由此不难看出，这家医院的护士有两种：一
种对专业要求较高，一种侧重于综合才艺评估。虽然
医院坚称后者从事文艺演出是“兼职”，但到底何为“主
业”，外人很难一窥究竟。

此事引发争议之后，兰陵县卫健局表示，责令兰陵
县人民医院立即取消关于此次招聘中对人员身高、体
重等条件的限制，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规范，修订完善
招聘简章，并对之前招聘方案的起草制定进行调查。
然而，有媒体发现，招聘“才艺护士”似乎是这家医院近
几年来的“传统”——自2019年以来，医院每年都招聘

“才艺护士”，至今已连招130人，而今年计划再招60人。
一家县级医院，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才艺护士”？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该院人力资源部的解释
是，“医院每年都有一些大型的文艺活动，也会派一些
比较会才艺的骨干去县上参加一些大型活动”。一家
医院的“大型文艺活动”终究数量有限，但结合“去县上
参加一些大型活动”来看，似乎又不难理解。

作为兰陵县人民医院，自然应该听从“县上”的指
挥，服从“县上”的安排。如果“县上”的大型活动需要参
与配合，医院自然责无旁贷，而“才艺护士”不失为既保证
医疗主业不受影响，又保证文艺演出圆满完成任务的不
二之选。从这种意义上看，“才艺护士”的人员配备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里大型活动”的数量。换句话
说，医院逐年扩大“才艺护士”的招聘规模，未尝不是因积
极参与县里的大型活动尝到了“甜头”。

此事曝光后，兰陵县人民医院遭到一片口诛笔伐，
招聘被紧急叫停自是应有之义。不过，此事暴露出的深
层次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如果县里的大型活
动依然需要医护人员“助兴”，医院应该怎么办？医疗机
构内，医护人员本应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任何超出职责
范围的行动指令，都不可避免会对正常开展工作造成影
响。“才艺护士”难免有“不务正业”之嫌。

无论从职业的严肃性还是从招聘的公平性来看，
“才艺护士”招聘都应该被叫停。但比叫停这种招聘更
重要的是，能否因此叫停某种错误的观念和做法，让专
业人员真正回归专业本位。否则的话，即使取消了“才
艺护士”招聘，也难免有人暗度陈仓，以护士之名行“才
艺”之实，破坏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

“量身定制”的
“才艺护士”招聘该叫停
赵志疆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1日至5
月16日全国查处涉嫌骗取留抵退税企业2880户，已公
开曝光留抵骗税案件118起，释放了“骗税必严打”“违
法必严惩”的强烈信号，显示出坚决不让减税降费“红
包”落入不法分子腰包的决心。

实施增值税大规模留抵退税，是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今年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
关键性举措。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正处于决
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努力
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就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部署稳经济6方面33项一揽子措施，其中包括
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
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实施大规
模留抵退税，把“真金白银”直接送达企业，能够降低企
业资金占用成本，增加企业现金流，帮助企业渡过当前
难关、厚植内生动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落实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必须加强政策落实全链条跟踪管理，确保退税

“加速、再加速”，确保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高效畅
通、直达快享。据了解，税务总局、各特派办、省、市、县
税务局均成立督察工作组，聚焦政策执行、责任落实、
风险防控、稽查办案、问题整改等重要环节，护航留抵
退税政策落准落好。下一步，还需要以严实深细的作
风，切实防范可能出现的留抵退税风险。特别是要依
托税收大数据，开展事前、事中、事后扫描式监控，既为
相关企业做好税收优惠服务，也精准识别违法问题隐
患，持续加大治理力度。

值得警惕的是，面对当前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
政策，个别不法分子趁机打起偷税骗税歪主意，滋生出
团伙式、跨区域骗取留抵退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无论
是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企业”，还是
没有实际出口只为骗取退税的“假出口”，抑或是没有
具备条件只为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的“假申
报”，都会对税收秩序形成干扰，对税收公平造成恶劣
影响。要切实维护国家税收安全，营造公平公正的税
收营商环境，就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对骗取留抵退税
等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坚持不懈把打击“假企业”“假出
口”“假申报”工作引向纵深。

从严打击骗税违法行为，离不开相关部门各负其
责、协同联动。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下
发通知，把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作为2022
年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工作的重点，集中力量开展联
合打击，织密筑牢严打骗取留抵退税法治之网。要保
持高压严打态势，对骗取留抵退税等各类违法行为做
到“露头就打”。只有让那些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受到
严厉处罚，才能在让更多依法纳税、退税的纳税人享受
政策红利的同时，更好保障财政资金安全、维护税收公
平公正，确保留抵退税政策落准落稳。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依法纳税是企业和公
民应尽的义务，纳税信用是企业发展的“金名片”。普
及税收法治意识，保障市场主体充分享受公平法治的
税收环境，不仅广大企业会因之受益，也将为维护财经
纪律和税收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对骗取留抵退税等行为零容忍
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