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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比晚宴”到大妈的“碳账户”

“客服外包”并非洪水猛兽

处罚公租房转租还需调查骗租

姻 邓海建 媒体人

不仅在商业赛道上竞争，就在同一天，

两家互联网巨头阿里和腾讯不约而同将目

光投向了公益领域。马云为 2018XIN 公益

大会站台，称做公益就像结婚，不是因为责

任，而是因为爱；而今年腾讯 99 公益日则

有新玩法，倡导让理性捐助成为常态。渊9
月 6日成都商报冤

一个不设防的游戏、一种无底线的广

告排名、一款暧昧的拼睡 APP……这些令

人拍案惊奇的市场乱象，每天活色生香地

出现在消费市场。这些年，比“企业社会责

任”或“企业道德血液”更热的，是舆情民意

对产品与服务“价值观”的考量。

说白了，倒不是我们希望企业立地成

佛，而是因为一个重在践履、贵在立行的经

济主体，一般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在阿里 9·

5 公益周上，马云说了这样一句话：“公益是

治疗我们这个地球、治疗我们自己最好的

良药，公益是最好的治愈剂。”这种利他与

利己之间的辩证关系，固然并非三言两语

能阐述明白，但至少，大企业在公益层面彰

显大担当，有时比生冷的官方慈善更喜闻

乐见。

有些数据，叫人心里生暖、让人眼里有

光。支付宝蚂蚁森林公布，截至 2018 年 5

月，其用户已经超过 3.5 亿人，守护保护地

3.9 万亩，累计碳减排 283 万吨，为地球种

下 5552 万棵树。目前蚂蚁森林已上线 18

个低碳场景，从绿色出行、网络挂号等扩展

到住绿色酒店、购买绿色家电等，涵盖了生

活的方方面面。值得一提的是，近日饿了么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与蚂蚁森林的场景打

通，消费者选择不使用一次性餐具，也可获

得蚂蚁森林的绿色能量。犹记得年初，阿里

的一份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同样叫人心潮激

荡：你们捐了 2.66 亿，种了 5552 万棵树，帮

助 2980 个孩子找回父母，捐了 6800 万给

贫困家庭的“顶梁柱”。一句话，过去的一

年，竟有四分之一中国人在阿里平台上做

公益。

这叫人想起略显尴尬的 2010 年。彼

时，盖茨和巴菲特慈善晚宴漂洋过海而来，

尽管只是几十人的小规模晚宴，但依然让

整个富人圈担心“被劝捐”。白驹过隙，沧海

桑田。今年的 9 月 5 日是全国第三个“中华

慈善日”，来自民政部的数据说，2017 年全

国社会捐赠达 755.3 亿元，2018 年上半年

网上捐赠和慈善参与达 35.7 亿人次。从逼

着富人捐款到大爷大妈都有自己手机里的

“碳账单”，这是中国公益进化的关键一步：

一方面，公益不是外在的负担，而成为内在

的需要。“富人慈善”到“人人慈善”，标志着

中国的慈善基因正在成型。另一方，类似阿

里等互联网企业，用平台、生态与技术，催

生出场景化、生活化的公益氛围，自然而然

的公益行动是社会公益的高级形态。

公益这件事，靠舆论的鞭子，终究抽不

向前。“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也好，

“马云乡村教师奖”也罢，持之以恒的努力，

就是濡染人心的力量。公益惟有落实到纤

陌纵横、街巷交错的大地上，从时髦的姑娘

小伙到街坊的大爷大妈，从镁光灯下的名

人富商到默默无闻的你我他，将“小的伟

大”化为价值信仰与柴米油盐，公益这件

事，才会从神龛上走下来，一年四季新风扑

面。

一言以蔽之，从“巴比晚宴”到大妈的

“碳账户”，我们看到中国公益生根发芽的

力量。

把国企党建
独特优势发挥至极致
姻 陈良栋 国企管理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9月
7日人民日报）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

的“根”和“魂”，是国企的独特优势。如何把这一

独特优势发挥到极致？需做好新领域、新方式、

新内容“三新”。

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的新领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员工

的心理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企业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必须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新领域，

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

一是培育特色企业精神。积极培育具有时代特

色和企业个性的企业精神，大力推行 CI 战略，

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达到外树企业

形象、内聚员工人心的目的。

二是确立好工作新主题。根据国有企业的

环境、对象、任务、内容的变化，确立思想政治工

作的新主题。一方面，着力提高员工队伍的素

质。另一方面，企业领导要率先垂范，增强自身

的人格魅力。

三是构造和谐人文环境。搭建奋发向上的

企业文化平台，搭建和谐双向的沟通平台，搭建

人文制度激励平台，搭建企业愿景实现平台，努

力创造和谐融洽的发展环境。

创新思想观念，不断改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方式。企业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以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突破旧框框，在继

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更新观念，牢固树立求实意

识、服务观念和利益观念，开拓思路，适应需求。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始终贯穿于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

的全过程。为避免思想政治工作走过场和空对

空，必须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针对员工队伍的思

想状况，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切忌搞“一刀切”。

———变“偏重灌输”为“注重渗透”。把思想

政治工作内容渗透到纷繁复杂的安全生产、经

营管理等活动中，渗透到员工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渗透到群众性的创建活动中。

———变“单向性”为“多向性”。企业若

要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合力，必须发动企业和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投入思想政治工作，把

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行政监督、经济杠杆等

多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将教育内容和要求贯

穿到法律法规、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和员工队

伍建设等各项制度中，形成合力，增强思想政

治工作的整体功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

和实效性。

———变“重点覆盖”为“全面覆盖”。为了扩

大覆盖面,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对不同的问

题采用不同的办法，比如，有些问题要通过个别

教育的方法才能解决，就用个别教育的方法；对

老工人采用一些老办法是可行的，对青年员工

则要用新办法。

创新工作内容，为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提高

人的素质，除了对员工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理想信念、法制道德、廉洁自律等传统的教育

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企业每个阶段生产经营

任务的变化，不断注入企业发展的新内容、新要

求，拓展新的服务领域。

一是强化形势任务教育。向员工讲政策、议

形势、谈改革、论发展，激励和调动员工支持和

参与企业改革，积极投身于企业发展。

二是有的放矢做好工作。采取区务公开、班

务公开及民主管理制度，开展岗位练兵、技术革

新、知识竞赛、职业道德评议、时事征答等，满足

不同层次员工需要，有的放矢地开展企业思想

政治工作，逐步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三是牢固坚持以人为本。既要教育人、引导

人、鼓舞人，又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更重

要的是帮助员工在经济上解困、生活上解忧、思

想上解扣、情绪上解闷，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

人，使员工有安全感、亲切感、归属感。

四是与企业文化相融合。新形势下，国有企

业应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机融合，

在员工中大力宣传企业理念和精神，教育引导员

工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实现企业目标结合起来，切

实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

姻 王恩亮 公职人员

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蟹

岛度假村东门附近停车场，出现了一处大

规模的“僵尸桩”，约 40 根新能源车充电桩

全部闲置，其中大部分已经损坏。充电桩运

营企业内部人士透露，这批充电桩是发展

初期为抢占市场而大量建设的。由于重扩

张、少规划，致使充电桩大量闲置。渊9月 5
日北京青年报冤

从表面来看，蟹岛度假村停车场内的

40 根充电桩变“僵尸”，缘于一场大火烧废

弃了停车场。因为没有了停车场，也就意味

着没有汽车停放，还谈何给汽车充电？因此

充电桩只有睡大觉的份儿。

可问题是，即便停车场被烧废弃，但凡

有充电市场在，运营商也会把充电桩救活，

大不了重搭台子另唱戏，干吗眼睁睁让其

变为“僵尸”？尽管该运营商将此归结于北

京市一项规定，即获得政府补贴的充电设

施项目，需“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充电服务且

保证至少 5 年的正常连续使用”。但在笔者

看来这不过是托词，理由在于，你们有没有

作为特殊情况向有关部门提出移桩申请？

有关部门会无视这一特殊情况看着这些充

电桩死于坟墓？因此说来，该运营商看不到

市场希望，以致减弱移桩的内在动力，或许

才是主要原因，起码这样还有政府 30%的

补贴兜底。

这一分析绝非空穴来风，从报道中可

以看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北京每年新

增充电桩 7000 至 8000 个，明显与新能源

汽车的增量和充电使用率不成正比，这无

疑带来充电桩闲置。另据统计，北京公用充

电桩平均每日使用时长只占 6%至 7%，根

据测算，每个充电桩每天至少充满 8 小

时，才能基本实现盈亏平衡。更吊诡的

是，最近有一充电桩运营商举办低碳节活

动，在免费充电的状态下，仍有一些充电

桩无人使用。由此可见，这些尴尬直指充

电桩市场“粥多人少”，以及部分充电桩

分布不合理。

如此一来，再返回头看这 40 根充电

桩变“僵尸”，就会觉得，它不过因停车

场废弃先死一步而已。因为以上统计数据

告知，在北京这样的“僵尸”绝非个例，只是

没被报道出来罢了。问题是，是什么造成了

这一窘境？很显然，一是追逐新生事物，二

是还有政府补贴助力，才引来众多运营商

盲目抢战这一市场。遗憾的是，囿于他们缺

乏市场考察和评估，自然也就少了合理规

划和整体布局，最终换来“粥多人少”就不

足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充电桩市场正在

步共享单车后尘，如果政府不从宏观上控

制总量投放，运营商又轻规划、重扩张，那

么最终只能导致更多充电桩死于“僵尸”。

姻 海建 媒体人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互联网公司将

客服业务外包给异地的第三方公司，并不能

及时有效地解决客户的真正问题。有关专家

指出，“如果甲方公司没有把客服置于一个

较为重要的位置，而只是作为一个应付外界

服务需求的廉价工具，那这个事情就一定不

会太妙。渊9月 3日北京青年报冤
滴滴出事后，原罪“客服外包”成了潮

流。好像把所有客服人员改换成“滴滴员

工”，顺风车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这几天，一些大型客服外包公司好像做错

事的孩子，纷纷把自己的招聘信息和相关

资讯从搜索引擎上悄悄隐去；而舆论的意

思，也似乎是发誓要把这些外包在异地的

客服，统统“打道回府”送到各自的娘家去。

在客服的江湖，“水”当然也不浅。这些

听起来高大上的客服，权限不高、业务能力

不强、与甲方公司沟通不及时，就像特鲁多

医生的名言一样，“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比如，“已帮您进行加急，

工作人员会尽快与您联系”“我很理解您的

心情，还请您消消气呢！”“您放心，您的诉

求我们已经反馈”。加急不加急，反正天知

道。至于重要事件向甲方反映，何谓“重

要”、流程几何，也是自由裁量的问题。结果

呢，很容易造成投诉响应慢、问题解决效率

低、用户体验差等现象。说到底，你以为“直

达天庭”的义愤投诉，很可能落脚到“仅有

五块钱优惠券权力”的小客服手里。这投

诉能活过几集，当然不难想见。

不过，即便如此，“客服外包”是洪

水猛兽吗？有两点道理需要厘清：第一，

分工专业化和精细化是市场潮流，外包客

服和外包零部件一样，并无原罪的逻辑。

这些年，地方部门公共事业外包早就祛魅

了，只要过程控制得当，交给专业的市场

去做，当然更有效率、更有性价比。第

二，客服成了话术的秀场，这不是“外

包”行业出了问题，而是“托人不淑”、

或者主观购买了“低端客服”。客服本身

是商品及服务流通的内生环节，既不能省

成本、更不能少话语权，如果企业在制度

流程设计层面主动“虚化”客服部门，那

么，外包或者非外包，估计都是一个德

行。反之，如果客服是企业内的权重部

门，就算外包给其他公司专业运营，何错

之有？异地客服、外包客服、话术培养

……不过是行业常态。若能用户为中心，

客服在哪里都能成为沟通企业与用户的绿

色通道。

所谓“竟然外包”“外包存疑”等诡谲论

调，终究是逆市场的，无异于将企业逼回大

包大揽的计划老路上去。让专业的人做更

专业的事，这才是产业分工的大势所趋。当

下最要紧的，是梳理外包客服的话语权和

执行力，让千里之外的客服与纵横市场的

甲方成为利益共同体、决策共同体，打客服

热线才会真能解决问题。

姻 魏文彪 编辑

据北京市住建委官方微信“安居北京”

消息，8 月 30 日，经朝阳房管局约谈我爱

我家、中天置地两家经纪公司负责人，我爱

我家、中天置地公司均存在违规代理公租

房转租行为，涉案违规代理公租房各两套。

目前，朝阳区房管局已责令上述两家企业

涉案门店停业整顿。渊8月 31日中新网冤
房产中介的经营方式是在房屋出租者

与求租者之间“牵线搭桥”，经由提供房产

租求信息服务，赚取中介费。而据媒体报

道，我爱我家北京相关门店转租公租房，原

租金 1700 元，转租价为 4900 元，作为“中

间商”赚取房租差价，无疑背离房产中介经

营定位，哄抬房租价格，扰乱市场秩序，加

重租房者负担，当地主管部门对其实施处

罚理所应当。

此外还需看到的是，公租房是国家建

设的以低廉价格出租的保障性住房，租住

者只能是低收入的无房家庭。公租房严格

设定租住人群，不符合条件不能租住。而北

京我爱我家、中天置地公司违规转租公租

房，说明相关公租房出租者并非没有房屋

居住。而既然有房屋居住，自然也就不具备

租住公租房的资格。

而相关人员不具备资格却能租住公租

房，说明其存在通过弄虚作假手段骗租公租

房的行为，或者以前符合条件租住公租房，

但后来经济条件好转，另外购买了房屋，却

不将租住的公租房退出。如果属于前者，还

可能有相关部门公职人员为骗租者违规审

批，为其骗租公租房行为“开绿灯”，相关工

作人员甚至还可能涉嫌受贿，构成犯罪。

正因为如此，对于相关房产中介违规代

理公租房转租，不单应对相关房产中介依法

依规予以严惩，还需调查背后是否存在骗租

公租房行为，对经调查发现存在骗租公租房

行为人员予以惩处，乃至对其以诈骗罪论

处，同时调查背后是否存在公职人员违规审

批与腐败行为，并问责相关责任人，涉嫌犯

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还有必要

进一步增加公租房分配的透明度，加强群众

与社会监督，完善公租房审批制度，堵塞弄

虚作假空间，从源头上杜绝骗租、转租公租

房现象发生，防范国家福利被用于牟取私

利，真正让公租房等成为解决低收入无房家

庭居住问题的保障性住房。

姻 吴之如 文 / 画

《经济日报》报道，很多制假售假的商

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

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

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因此，打假需要全

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

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

“打假需要全链路”，其实说的就是综

合治理。确实，打假若是单单靠某个部门或

者仅仅抓某个环节，或许会有一时一地的

短暂效果，但是欲以此求长远的全局成效，

无疑是不现实的。客观的形势摆在那里：要

想达到市场既繁荣兴旺又长治久安的目

标，必须要求各地各级政府的所有相关部

门全力动员，并且紧紧地依靠最广大的人

民群众，坚决地落实并执行中央政府所制

定的各项市场监管政策，不给制假售假者

钻市场管理漏洞的任何机会。如此长期坚

持，则市场秩序必将趋向健康稳定，亿万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获得切实的保障。有

道是：

打假需要全链路，网上线下熔一炉；综

合治理不松懈，市场求真奔坦途。

重要的是监管部门要常抓不懈，务必

不让假货在市场露面，不准不法分子靠制

假售假大捞黑钱。当然，这一工作，还得争

取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们的共同支持和配

合，才不至于总是“轰轰烈烈走过场，虎头

蛇尾装模样”，而能够让市场规范，让群众

满意。

公益惟有落实到纤陌纵横、街

巷交错的大地上，从时髦的姑娘小

伙到街坊的大爷大妈，从镁光灯下

的名人富商到默默无闻的你我他，

将“小的伟大”化为价值信仰与柴米

油盐，公益这件事，才会从神龛上走

下来，一年四季新风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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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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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0
MA61WD2W3H冤 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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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张 同 钢 身 份 证 渊 号 码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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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5 日上午遗失作废遥
荫成都精必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袁营业执照正本渊成工商青法
字注册号 5101052016038冤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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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武侯区川边野情餐馆袁 税务
登记证副本渊税号院5134231983
0406251401冤遗失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金诚语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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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成都格林思医疗设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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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荫四川省祺祥泰房地产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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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袁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遥荫减资公告院 四川均阿贸易有
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1510100MA6CN82T6J冤 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捌仟捌佰万元减少至贰佰万
元遥 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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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遗失声明院 龙泉驿区大面街
办老妈菜干饭餐馆袁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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