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在
!"

月
"#

日出示了其所掌握

的
!!

页检测单据! 据该办调查"

"#!#

年及
"#!!

年间"百胜送检的

!$

批次山东六和集团鸡肉原料样

本中" 有
%

批产品抗生素残留不

合格" 而检测结果当时就已经在

第一时间送达百胜! 但是"对于上

述不合格检测结果" 至今从未在

任何公开场合进行公布!

由此可见"某些#洋快餐$实

质是#问题餐$"消费者食用的食

品"表面上看上去是美味鸡肉"实

际上是#药物鸡$"等于是某些#洋

快餐$给消费者#吃药$%

据悉" 肯德基自检曾发现抗

生素超标" 不仅隐瞒不报而且没

有召回! 作为一家遍布全球的知

名餐饮巨头" 肯德基如此漠视公

众的知情权&健康权"显然让人非

常失望" 试问' 肯德基给消费者

(吃药$究竟(吃$了多久"是否仅

存在于中国)

而且" 地方监管缺失也让人

大为吃惊% 上海食药监局下属的

食药检验所承认"

"#!#

至
"#!!

年

山东六和鸡先后
%

次被检出抗生

素残留超标" 检测项目中并不包

含激素检测%这说明什么呢)在笔

者看来"其一"该检验所发现问题

后却没有向社会公布*其二"检测

报告只向委托检测的企业提供"

不客气地说" 检验所只管赚钱不

管消费者健康*其三"检测项目不

完整"不包含激素检测%

要想真正治理问题 #速成

鸡$" 不能仅仅是约谈问题企业"

排查问题食品" 还应该对问题企

业进行更严厉的处罚"比如"停业

整顿&依法追究刑责% 否则"很难

让问题企业深刻反省&改正错误%

另外"中国消费者也要学会#用脚

投票$"拒绝消费某些问题#洋快

餐$% 只有消费者&监管者同时对

问题食品说#不$"问题#速生鸡$

才有可能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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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和增

长最快的网络经济"中国已成为#网

络大国$% 而与此同时"由于法律的

不完善"网络成为侵害公民名誉权&

隐私权& 肖像权等合法权益的集散

地% 所以"完善网络立法可谓十分迫

切"而这种立法"保护公民权益是核

心%

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缺乏对网络

隐私范围的具体化"没有对网民#核

心隐私$进行明确界定"导致网络公

司可以通过#网络协议$的方式肆意

侵害网民合法权益% 所谓 #核心隐

私$就是那些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

都不得通过民事手段获取的信息 %

按照欧盟和我国台湾地区 +个人信

息保护法 ,的规定 "包括五个方面 '

基因&性生活&犯罪前科&医疗健康&

健康检查% 除此以外的个人隐私搜

集也要受到一定限制%

按照台湾规定 "将 #依据契约 $

和 #公共利益$ 作为搜集信息的豁

免 "这并不是给非法的 #人肉搜索 $

开了口子" 而是强调了个人信息合

理使用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将#依据契约$作为网民隐私搜集的

豁免" 是因为在台湾那些涉及消费

者权益和网民公共事务的 #网民协

议$必须要经过政府事先审核"这就

避免了网络公司利用不法契约的形

式擅自搜集网民隐私的危险% 所以"

我们的立法" 在强调保护网络隐私

的同时" 也需将那些涉及网民个人

信息方面的#网络协议$纳入到政府

事先审查范围%

保护网民的#安宁权$是维护网

民权益的重点% 安宁权是指网民有

权利享受避免被打扰的#安宁$% 现

阶段安宁权并没有进入到我国法律

体系之中" 导致网络邮箱广告信息

不断&使用网络工具随时会被#弹出

式$广告打断&手机每天都要接收垃

圾短信等% 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网民的 #安宁

权$"规定一旦网民发现自己生活的

安宁可能被打扰"法律就赋予他#拒

绝$的权利"如果发送者仍执意继续

发送这些信息的话" 那么将会面临

包括刑事处罚在内的法律责任% 虽

然将安宁权#入法$可能会导致网络

公司广告收益的下降" 但是这对于

净化网络环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此外" 我国网民的低龄化已经

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很多孩子是

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 因此网络

立法还应突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额

外保护% 因为我国对未成年人网络

权益保护专门立法的缺位" 客观上

造成了很多孩子在没有认知能力以

前就受到网络的不良影响和侵害%

在立法上"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

保护应该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

是突出家长的监护权" 家长有权通

过实名申请参与对子女游戏时间和

方式的监管* 二是明确网站对未成

年人的保护义务"一方面"对于可能

存在#血腥$&#暴力$等场面的视频&

游戏& 文字等设立身份核实进入制

度 "未成年人不得进入 "另一方面 "

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应处于最高

级别 "在使用他们的姓名 &肖像 &隐

私等个人信息之时要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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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的药商近日称" 当地

医改试点医院要求其按销售额
'0

到
"#0

的比例#返点 $"药商先把钱

#捐$给当地慈善基金会"慈基会再

把钱划给卫生局" 卫生局最后将钱

分配给医院%据悉"当地政府部门统

一安排了医院和药商的谈判" 要求

药商返利%医院工作人员称"医院向

药商要钱"是因为政府拨款不足%

药商 #返点$ 本不是什么新鲜

事"药商向医院推销药品"须私下给

相关人员红包&回扣"这向来是医疗

行业通行的#潜规则$% 苏州的#奇

特$之处在于"将见不得人的#潜规

则$ 变成堂而皇之的 #明规则$"将

违法行为公然变成政府部门主导的

行为"政府部门不打击医药回扣"反

而试图将其#合法化$% 政府部门和

医院联手"药商只能乖乖就范"说是

谈判" 其实哪有商量的余地---你

不返利"人家不用你的药%

(潜规则$何以变成(明规则 $)

很简单"因为改革. 众所周知"实行

#医药分开$是医改的重头戏"即取

消医院药品加成"降低药价"同时提

高#医价$/医疗服务价格0"以弥补

医院收入上的损失% 苏州医改试点

医院的#医价$提上去了"但仍念念

不忘要从药品中渔利" 不允许药品

加成"他们便转而向药商索要返利"

返利比例与药品加成大致相当% 如

此"#医药分开$ 不只是让医院 #旱

涝保收$"还让他们凭空多了一份收

入%

有人可能想" 反正医院的药品

加成取消了" 医院多赚钱还是药商

多赚钱"他们之间的利益争斗"与患

者何干)其实不然%羊毛最终出在羊

身上"医院与药商打架"受伤的还是

患者% 其一"药商不会做亏本买卖"

返利显然会成为药品成本的一部

分"从而推高药价*其二"返利使得

药品生产和经营利润下降" 为保住

利润"药企可能偷工减料"导致药品

质量下降*其三"返利可能使一部分

药品无利可图"药商不经销&药企不

生产"从而导致#救命药$和便宜药

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各种#新贵$

药品%

苏州市的情况无疑给 #医药分

开$改革提了一个醒'医院的逐利冲

动并不会因#医价$提高而收敛% 一

些地方所搞的#医药分开$改革"其

实是一种伪改革&真创收"改革的真

正目标不是减轻患者负担" 而是趁

机捞一把"增加医院的收入% 同时"

一些地方政府也把医改当作 #卸包

袱$的契机"不愿增加医疗支出"对

医院的财政补贴甚至不增反减% 富

庶的苏州市出现这种情况" 让人尤

其失望和痛心"苏州一个市的
123

总量比全国一些省&区还要高"所辖

县市均名列#全国百强县$前茅"政

府没钱吗 ) 为什么 #财政拨款不

足$)地方政府不在医改上承担起应

有的责任" 不管怎么改都注定改不

好%

医院工作人员向药商索要红

包&回扣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在政

府部门主导下医院向药商索要 #返

点$"同样违反相关规定"不然他们

何必绕道慈基会收 #返点 $% 随着

#医药分开$改革逐渐铺开"有关部

门应着力防止一些地方和医院钻空

子"搞伪改革&真创收% 如果老百姓

的医疗负担不能切实减轻" 那么此

轮医改难免重蹈上一轮医改失败的

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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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个月来 "重庆市长寿区

农妇张芳经历了人生中的大喜大

悲 '

(!

岁的她欣喜地生下了镁棋 "

但不幸的是娃娃却很快被检查出

是两性畸形* 更让她难过的是"丈

夫雷嵩因嫌弃镁棋"在孩子生下仅

(4

天"就与她离婚了%

笔者想告诉雷嵩" 他们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怪物$"相反如同其他

孩子一样" 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珍贵

礼物"不仅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而

且有可能是一名聪明可爱的人才%

事实上 "在两性畸形中 "大多

数为假两性畸形"包括男性假两性

畸形和女性假两性畸形两种% 在假

两性畸形中"男性假两性畸形最为

常见% 假两性畸形更容易通过医疗

手段 "如手术治疗消除畸形 "恢复

其本来的真实性别% 这可以在随后

的生长发育中以性腺为标准"若是

体内有睾丸的"可以恢复其男性性

别 *若是体内有卵巢的 "可以恢复

其女儿身%

即便是真两性畸形"也可以根

据孩子成长时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的影响"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心理感

受 "为其做手术矫治 "成为或是男

或是女的单一性别% 更何况今天很

多并非是两性畸形的人都可以通

过手术进行变性%

所以" 任何孩子都不是怪物 "

而是爱的结晶和上天送予的珍贵

礼物 % 她 /他 0活着 "父母应爱她

/他0&抚养她/他0*她/他0死后"父

母要怀念她/他0% 如果雷嵩和类似

雷嵩的人认为自己有残疾的孩子

是怪物 "那么 "他们的心灵才长了

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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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广高铁将在年底开通"北京

和广州之间的距离"将缩短为
%

个

小时% 然而"对于那些对速度要求

不高的人来说"好消息来临之前却

还要先听一个#噩耗$'普客停运%

一直以来"铁道部对于铁路运

输的发展思路是 #货运重载化&客

运快速化$% 这并不是说"因为一些

人对速度要求不高 " 所以就要迁

就" 明明可以提速却要保持低速%

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符

合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 从这一意

义上说"普客为高铁所代替 "是为

必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需要指出的是"普客停运之

所以被一些人视为#噩耗$"重点不

在速度而在价格% 普客真正吸引人

的地方"不是速度而是价格% 拿此

次被停运的北京西至郑州
2!((5&

次车来说" 开行时间为
'

小时
&!

分钟" 车票价格一等座为
"&(

元"

二等座为
"#"

元% 如果北京到郑州

的高铁开通的话"时间可以缩短为

"

个小时"虽然价格没有确定"但参

照已经开通的武广高铁"估计票价

将是原来的
"

倍左右% 急剧上涨的

票价成本" 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

显然是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高速不

以高价为前提"高铁票价能够保持

原来的相对低价" 即使略有提高"

相信也没有多少人会反对普客停

运% 可一旦高速以高价为前提"那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 必然是一个

#噩耗$%

社会并不反对铁路提速"并不

反对高铁取代普客"反对的只是铁

路提价"担心的是困难群体 #坐不

起$% 而且"这两者之间也并非不可

调和"只要铁道部多讲讲 #穷人经

济学$" 完全可以兼顾到困难群体

的需要%

众所周知"现在航班打折很厉

害"一些小航空公司的票价很有吸

引力% 高铁也可以针对困难群体"

推出一些特价票% 现在的高铁不仅

速度快"而且配套好% 在舒适度和

票价之间 " 困难群体宁愿选择低

价% 就好比同一个楼盘可以有不同

的房价一样"同一个高铁也可以有

不同的票价%

铁路部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

车次所有的车厢"都搞成同样的高

标准"完全可以在一些车次一些车

厢"适当降低配套档次% 以此"推出

多元化的价格 " 满足多层次的需

求% 那些收入高的"可以花费高价"

选择豪华车厢*而收入低的 "则以

较少的支出"选择普通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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