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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切面阿婆”鸣不平
何尝不是在
“浇自己之块垒”
给老人准备好“数字拐
杖”，是技术问题，更是观念
问题
上海一位九十岁的老太太，
生日这天想去粮油店买两元钱切
面。可是因为她没有手机，也没有
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离线随申
码，被店家拒绝了，这事经网络发
酵后引起很大关注。
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样
糟糕。上海当地媒体《新民晚报》

跟进后发现，当事人王阿婆说，回
居帮忙来取。
”
适合外出”的张阿婆、李阿婆，那
去碰到的邻居帮她买了面条，她
阿婆是好阿婆，邻居是好邻
全国范围呢？
还特别解释，
“街道、居委、街坊四
居 ，店 员 是 好 店 员 ，事 情 是 小 事
一个老人，首先是个社会人。
邻都很照顾我，手机什么全部帮
情，结局是暖结局，为何舆论偏偏
哪怕他九十高龄，哪怕他行动不
我弄好，弄好了好让我出门，这么
不依不饶呢？因为一旦联系到了
便，总归还有买两元生日面的权
好的人……”
“ 大家都很不容易， 自身，
共情能力就会成倍翻涨。
利和需求。尽管一个“通情达理”
我 心 里 很 难 受 。”阿 婆 越 通 情 达
一来，联系到了自己家的老
的老人，大概率不会因为这个需
理，越是让人心疼。
人 。如 果 不 去 填 补 数 字 鸿 沟 ，把
求被剥夺而生气，但不代表这个
另一边，被一些人攻击的事
防疫政策中关于老人的部分完
需求不合理。
件当事人、第六粮油静安七分店
善 好 ，每 家 的 老 人 有 可 能 成 为
给老人准备好“数字拐杖”，
的店长小穆，也有点委屈，他只是 “王阿婆”。
是技术问题，
更是观念问题。
严格遵照当地的疫情防控规定。
光有技术还不行。据介绍，随
我们可能没有经历与两元面
的确，好不容易恢复生机的城市， 申码去年就上线了，不应该到现
相隔咫尺而不得，但两年多来，或
不容许任何侥幸心理，不能给病
在还有寸步难行的王阿婆。可是
多或少一定有被拒绝的经历。被
毒可乘之机。他说，
“ 如果知道那
居委征求家属意见时，家属认为
拒绝出行，被拒绝进入，被告知这
天是阿婆的生日，我一定会再多
她“年纪较大而且没有打过疫苗， 不行、那不行。总之，一个大大的
关照一句：阿婆，我们帮您把面预
不适合外出”，就没帮她申领这个 “NO”字高悬在生活的主题之上。
留好，您回家后可以叫有码的邻
码。据此可知，上海一定还有“不
的确，为了织就疫情防控的“铜墙

小麦大蒜抵首付
希望楼市
“内卷”不只在销售环节
对于以农民群体为重要潜在
客户的县城楼市来说，这是极有
针对性的营销手段。
这也证明，
现
在的楼市很“卷”。相比于前些年
消费者争相入场买房的火爆，经
过几年调控，以及对楼市健康发
近日，
两份
“另类”
销售海报在
展的整体要求，人们的购房需求
网络流传。
一份出自河南商丘市民
已日趋理性。特别是县城这样的
权县的建业河畔洋房，
活动内容为 “下沉市场”，开发商去库存的压
“2元/斤，小麦换房”，最高可抵16
力很大，
不尽快把房子卖出去，
整
万房款；
另一份来自河南开封市杞
个资金链压力就会增加。卖的比
县的建业城，
“5元/斤，
大蒜换房。
” 买的更着急，这或许是开发商想
两份海报分别印有
“爱心助农、
高
出以农产品换房的大背景。
价收购小麦抵首付”
“爱心帮扶，
助
好的市场就是要能实现双
力安家”
的字样。
赢。如果开发商能实在地让利，
在媒体报道中，
两个楼盘的销
农民又能进城买到房子，这当然
售人员均证实了海报中活动的真实
是皆大欢喜。不过，看到小麦大
性。
无论从网络热度还是现实销售情
蒜换房，网上还是有很多怀疑的
况看，
这都算是比较另类的楼市营销
眼光，认为“买的不如卖的精”，
案例。
就本质而言，
用农产品
“换房”
， 怀疑开发商会不会挖坑让农民
其实就是让利促销。
因为当地小麦
跳。这种疑虑也不是全无来由。
和大蒜的市场价，
平均都要低于开
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的突进，确实
发商给出的价码，
所以直接拿农产
在很多地方留下后遗症，一个突
品去抵首付，
不仅节省了农民先卖
出的问题就是烂尾房。消费者掏
农产品再买房的时间精力成本，
也
钱包买了期房，结果开发商资金
同时节省了真金白银的首付款。
出问题，消费者拿不回首付和房
开发商在销售环节别
出心裁的营销，当然无可厚
非，但前提是在
“正事”上也
得花够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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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认罪、悔罪表现”，只
是法院审判时的酌定情节，
主
要影响的是量刑而不是定罪
一度沸沸扬扬的“阿里女员
工被侵害”案，6月22日迎来了一
审宣判。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张国强制猥亵案一
审公开宣判，以强制猥亵罪判处
被告人张国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国违背妇
女意志，趁被害人醉酒之机猥亵
被害人，其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
公诉机关指控张国犯强制猥亵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罪名成立。张国无认罪、悔罪表
现，应依法惩处。对此，张国妻子
回应称，
不服判决将上诉。
根据刑法理论，司法机关对
行为人是否定罪量刑，主要取决
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
性，以及获取事实证据的证明力。
强制猥亵他人，是法律严惩的犯
罪行为，倘若法院经查证，公诉机
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给储户强行赋码，滥用防疫健
康码，为各方所不容

铁壁”，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努
力，
受了或大或小的
“委屈”。
就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调
动了普遍性的情绪。
这种情绪可以被理解，不代
表严格防控是错的。没有这些憋
屈，疫情防控恐怕不会取得今天
的成效，大家的生命健康都没有
保障，
哪里能奢谈委屈不委屈。
敏锐察觉到这些社会情绪很
有必要的，一方面引导公众认识
情绪的来源，及时疏导排遣之；另
一方面相关部门也要完善各个防
疫单元的细节，把体验感做得更
好一些，大家的配合度会更高，负
面情绪也不会那么
“一点就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栗中西

分，那么依法认定张国犯有强制
猥亵罪，
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至于很多网友关注的“无认
罪、悔罪表现”，只是法院审判时
的酌定情节，主要影响的是量刑
而不是定罪。根据刑法规定，强制
猥亵罪的量刑幅度，为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法院
对张国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应
该属于“中等偏下”的处罚。考虑
到我国已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如果张国确有认罪、悔罪的表
现，
量刑幅度可能还可以
“下探”。
法律不会放纵一个坏人，
也不会
冤枉一个好人。
目前，
该案一审已告
一段落，
但有媒体从张国妻子和参与
庭审人士处获悉，
张国当庭提出上
诉。
如果案件走入二审程序，
将对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
确实充分、
定性是否准确、
量刑是否
得当等进行全面审查。
张国方提出上
诉是法律保障的权利，
让真相更完整
地浮出水面，
也能更准确地打击犯
罪，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阳晨

线下消费券“成绩单”出炉

持续近一个月后，成都“520”消费券促消费第一阶段（即线下消费券）
“成绩单”出炉。
日前，中国银联四川分公司公布了此次成都线下消费券市民报名、商家报名、票券核销的
情况。自5月20日起持续至6月16日，成都共发放4波次消费券，均在5分钟内领取完毕。活动页
面累计访问人次达到1800万，单波次同时在线人数超过300万人。几项关键数据中，核销率尤
其引人注目：此次线下消费券核销率达到了94.27%。
作为消费券的主要“KPI”，核销率超过90%，意味着每发放10张，就有9张以上得到使用，
这一成绩在全国也相当居前。钱要花在“刀刃上”效益才能最大化。高核销率背后，成都消费券
撬动了什么？

制图 李开红

近一个月，每周五11点是成都人开
始“抢券”的冲锋号。5月20日-6月16日，
成都共发放4波次线下消费券，数据显
示，每波次均在5分钟内领取完毕。吸引
力从何而来？
在仲量联行中国区零售地产研究
负责人朱建辉看来，一方面是消费券自
带“流量”属性，由政府主导的2.4亿元
消费券，很难不引发关注。另一方面，更
多消费场景的使用也是刺激核销的重
要因素。
从供给端看，成都消费券获得了商
家的积极参与——截至6月16日，
成功报
名的近2万家市场主体中，
涉及品牌13597
个，
门店32005个。
32005个门店，
涵盖了大
多数使用场景。比如零售门店的占比就
达到了66.76%，
餐饮门店占比30.62%。
朱建辉提到，数据显示，从今年1-4
月成都社消零构成来看，商品零售和餐
饮收入的占比为5：1。在报名门店中，餐
饮门店的主动程度也显现了积极讯号，
“意味着消费券，可以针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薄弱行业有效发力”。
在成都，加油站也是消费场景——
要知道，过去一个月里，
“ 领消费券加
油”在成都刮起一阵风潮。根据对核销
订单总额数据分析发现，加油站的核销
订单总额仅次于零售业。
值得注意的是，
成都
“520”
消费券促
消费第一阶段瞄准的，正是线下消费场
景。
朱建辉表示，
疫情对线下消费的影响
更加明显，
从刚刚过去的
“618”
成绩单可
以看出，
线上消费的活力仍高于线下。
丰富的消费场景，可以快速拉动消
费意愿，打通循环。在朱建辉看来，
“从
长期看，消费券对市场信心的修复作
用，
其实比短时补贴效应更为关键”。

编辑 何先锋 肖子琦 美编 袁治华 刘静 校对 田仲蓉

2 纾困中小微实体企业
小微企业也期待从成都“520”消费券
活动中找到信心。数据显示，在本地活动
中，成都个体工商户有5094个品牌、9542
个门店发生了核销交易，在已发生核销交
易的商家中分别占比67%和41%。
在采访中，一些商家提到，此次成都
线下消费券的券额设置更加符合中小微
企业的需求，尤其是“满100元减40元”
“满
50元减20元”两个类型。比如，茶百道支付
平台负责人侯婷婷算了笔账：大多数饮品
单价都在15元左右，如购买芒果蛋蜜汁，
使用消费券后大多能实现10元/杯，相当
于6.7折。一位经营面食的个体工商户表
示，
“满减”意味着消费门槛，核销20元，实
际拉动了50元的客单。
此外，根据商户报名攻略，此次成都
消费券的“门槛”并不高：纳入了限额以
下、以上的商贸零售、餐饮企业（个体工商
户），且只要在成都市注册或取得工商营
业执照，
均可报名参加。
不仅于此。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吴垠看来，
这
也是国务院发展中小微实体企业的政策在
成都的具体落地执行。
他提到，
消费券侧重
中小微实体经济，尤其是与民生福祉相关
的餐饮、
零售、
服务、
个体工商等行业，
显示
成都市对发展实体经济、
促进灵活就业、
增
加中小微实体企业收入的决心。
对小微企业尤其是在商业领域，企业
也正急需这样的支持。朱建辉观察到，成
都商业领域的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在社
区商业、街区等场景。
“ 它们其实更脆弱，
它们没有其他营销渠道和费用，无人兜
底，抗风险能力弱。”他表示，近期我国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很强，这一波成都线
下消费券，则表达出了成都发力实体经
济、纾困中小企业的态度和决心。

备受关注的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
红码事件的调查问责结果出炉了。据统
计，
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
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
871
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
所码被赋红码。
相关责任人被分别处以撤
销党内职务、
政务撤职，
党内严重警告、
政
务降级；
政务记大过、
记过等处分。
健康码是专门用来防疫的，擅自被
用于其他领域和目的，是赤裸裸的乱作
为，甚至构成违法。所以，此事发生后，
不仅被强行赋红码的储户感到权利被
侵犯，
也令舆论哗然。
调查问责通报对强行赋红码行为
的定性为——
“法治意识、规矩意识淡
薄”
“ 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
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
型的乱作为”
，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根据通报，对多达一千多名储户强
行赋红码，
直接责任人涉及当地政法委、
防疫、
大数据局等多个部门和多名人员，
从
“擅自决定”
到
“安排”
，
可谓层层失守。
相关人员被追责，
实乃咎由自取。
调查和
问责结果都表明：
给储户强行赋码，
滥用
防疫健康码，
为各方所不容。
这份通报首次对外界披露了强行
赋码事件的诸多关键信息，也让人看到
了当地的处理态度。但公众也不乏疑
问，比如，健康码使用的规范性和严肃
性，相关人员相信不会不懂。给储户强
行赋红码，显然构成弄虚作假，为何一
个明显违背规定的“擅自决定”，能够
“畅通无阻”地被执行？健康码被违规使
用的“门槛”在哪里？如果中间环节但凡
有人能够作出反对，或许就可避免出现
给储户批量赋红码的荒唐事。
那么，
追责后，
如何强化健康码使用
的规范性以及可监督性，
把强行赋码的权
力关进笼子，
恐怕仍需要当地相关方面好
好思量，
并对相关机制作出改进和完善。
事实上，健康码的滥用，尤其是当
它被滥用来“对付”特定的个人时，它背
后就可能不仅仅只是一种党纪、行政过
错，而是存在违法嫌疑。比如，可能涉及
对个人隐私的泄露，涉嫌破坏传染病防
治秩序，涉嫌滥用职权等。而这些行为，
都需要从法律上予以严肃审视。当然，
目前发布问责通报的主体是郑州市纪
委监委，后续是否还会有司法机关跟
进，
不妨拭目以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朱昌俊

致敬三环路“救人英雄”

成都消费券撬动了什么？

1 涵盖32005个“场景”

03

储户被赋红码，多人被问责：
还有疑问待解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一审宣判
如何理解
“无认罪、悔罪表现”

子，
甚至还要继续还房贷。
所以，开发商在销售环节别
出心裁的营销，
当然无可厚非，
但
前提是在“正事”上也得花够心
思。
最基本的是，
收了消费者的首
付款，
就得按时保证质量地交房。
不能在卖房的时候把消费者当上
帝哄，首付到手后却不按规范运
作，
遇到问题自己拍屁股跑路，
将
消费者扔在烂尾房的泥潭里。
小麦大蒜换房，
对于有需求的
家庭，
这是很
“接地气”
的让利。
但对
任何普通家庭来说，
买房都是大宗
消费，这背后的风险也不可小觑
——不管是首付之后持续的还贷
能力，
还是开发商能不能按时保质
交房，
任一环节出问题，
一个家庭可
能就会陷入困境。
就此而言，
人们还
是希望楼市的
“卷”
，
不只是体现在
销售环节，
而是整个市场保持健康，
是正常市场秩序下的竞争。
开发商
尊重市场规则，
相关部门监管到位，
这样消费者才能放心买房，
无论是
用农产品还是真金白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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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月还将持续发放
之所以能实现94.27%的核销率，
朱建辉还提到了一项成都特色：分波
次发放。
据 悉，成 都 线 下 消 费 券采用的
是分波次抢券的模式：即每个波次
消费券的有效期6天，逾期资金滚动
进入下一波次，能够大幅提高消费
券的核销率。
“ 消费券是一个瞬时行
为，但消费却需要漫长周期。”朱建
辉提到，比如“618”
“ 双十一”等消费
节，也逐渐从一天延长至一周甚至
半个月之久。
在他看来，消费市场需要延长消
费“驻留”时间，而分批发放消费券，
则是延长消费，引导、刺激消费的环
境和氛围时间可以变得更长，这也是
消费券更重要的意义。
但吴垠提醒，无论如何发放，消
费券仍然只能治“表”——要想真正
提振消费，城市还要有更多作为。比
如既要针对疫情制定合情合理的管
控政策，一手抓防疫，一手促消费，提
升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的消费信心。
同时，政府还要创造更好的消费场
景，
包括消费设施、商业、剧场。
朱建辉还提到了政策“组合拳”，
要将不同层面的政策组合起来，才能
发挥更大影响。比如近期，成都在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线下消
费券在7月份还将持续发放。
同时，成都还将抢抓7、8月份夏
季促消费有利时机，举办2022成都户
外音乐啤酒季活动，目的就是通过夏
日美食与啤酒的结合，以各类精彩的
演艺节目，联动旅游、餐饮等相关产
业，
激发消费活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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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救人代表获颁
“平凡之善卡”
6月18日，成都三环路，一辆厢式货
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起火，司机被困。
生死一瞬间，冲上去的是二十多位普通
的司机和路人，他们冲向了大火，冲向
了危险。经过3分35秒的营救，众人合力
救出被困司机。
“你们是平凡英雄，你们在危急时
刻挺身而出，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向你
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让城市
文明更加彰显！”6月21日13时，金牛区
西华街道办事处会议室，成都市文明办
一行专程慰问，并将“平凡之善卡”颁发
给了近日感动全国的三环路“救人英
雄”
市民代表——谢辉、黄林、魏海峰。
“我们骨子里真的很热爱这个城
市，我在救人的时候，看到越来越多的
人都来帮忙，心里也很感动和温暖！”一
家三口安居成都18年，出生在资阳的谢
辉觉得成都给了他安稳的感觉，
“ 平凡
之善卡很朴实很特别，今天能收到这份
城市给我的礼物和荣誉，很高兴！我相
信，就算当时没有我们在场，也一定会
有成都人去救人！
“
成都市文明办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戴佳佳

双向12车道

天府大道眉山段
预计下月主体贯通
6月21日，在天府大道眉山段上跨
天府大道大桥建设现场，项目建设工人
绑扎钢筋、浇筑箱梁，为项目建设按下
“快进键”
。
据天府大道眉山段现场施工负责
人介绍，上跨天府大道大桥是天府大道
眉山段最后一个控制性节点工程，预计
7月份可以实现大桥主体完工，意味着
天府大道眉山段实现主体贯通，距离通
车时间已经不远了。
天府大道眉山段道路工程，起于眉
山天府新区视高街道，止于东坡区岷东
大道，路线全长17.7km，路基宽度80m，
双向12车道。该项目是贯彻落实省委
“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和成德眉资同城
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建成后，成都主城区中轴线与眉山
主城城市干道将实现无缝连接，眉山至
成都的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将大
幅提高，成眉同城化发展将得到进一步
深化。
陈世涛 张忠苹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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