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以为

“×××（机主姓名）看这个，
ht://********XXshenqi.apk”。
如果收到这样含病毒的短信，
千万不要点开下载， 否则手机
会自动群发该短信让更多的用
户上当加入群发短信的队伍
中。（8月3日《北京青年报》）

从专业技术的角度说，此
事再次给手机用户做了一次科
普： 病毒短信中的链接以CDN
为开头、以APK为结尾，熟悉手
机软件的专业人士一眼就能看
出， 这个链接是一个不安全的
下载软件。不过，智能机用户未

必都是“技术控”，这恐怕无法简
单通过用户的火眼金睛来辨别。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预计，2013年~2015年是我国
智能手机换代高峰期，3年累计
销售额将达到2万亿元， 我国智
能手机市场销量将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于此背景下，防范手机
病毒，恐怕就应该是一个系统化
的公共议题。

从熊猫烧香的电脑病毒，到
群发短信的手机病毒， 技术世界
从来就没有淡定的时刻。 法律自
然要对作奸犯科者施以重拳，但

不得不说的是，作为运营商，实在
也不能推卸“防毒”的义务。道理
不复杂，就像银行面对电信诈骗，
有责任管好窗口的可疑转账与汇
款一样， 电信运营商也有责任和
义务防治好手机病毒。

面对内容一致的手机病毒，
理论上说， 运营商可以做好两件
事：一是技术化地屏蔽病毒短信。
既然每条短信都给出了相同的链
接， 运营商只须设置一个或几个
“关键词”， 用户的短信费就可以
不被病毒吸走。 二是既然病毒泛
滥，对运营商来说，最简单的就是

给用户推送短信提醒， 这是成本
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法。只是，似
乎没有一家运营商在这两个层面
有所作为。这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运营商的消极反应， 是等着病毒
短信发作之后，坐收渔翁之利吗？
毕竟，用户被病毒感染后，最大的
“赢家”是运营商。

在垃圾短信整治中， 少数运
营商曾经斯文扫地。如今，手机病
毒呼啸而至，“企业社会责任”是
否还是听起来很美的传说呢？这
个问题，行业监管者不能失语。

■邓海建

运营商不该对手机病毒装迷糊
7星彩 第 14089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67845871.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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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开奖号码：1�4�7�3�2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1�4�7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0
15
235
2473
30905
377629
411257

0
28160
1800
300
20
5

0
422400
423000
741900
618100
1888145
4093545

5400
0

8160

1000
320
160

5400000
0

1305600

28 100000 2800000

视点华
声

8月2日，江苏昆山市开发区
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
毂抛光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已致
71人遇难，近200名伤者正在医院
接受救治。

爆炸、火灾、厂棚垮塌……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灾难性
事件总是魅影难除。有人说，现在
最可怜的人绝对包括工人这一
群体，这话丝毫不过分。在中国这
个“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端赖
低端制造业生成红利，这一背景
形成的则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遍
地、制造工人劳力廉价且无权益
保障的现状。

不妨来梳理一下出事企业
的工人权益方面的不足：食堂伙
食差、住宿条件恶劣、生产安全隐
患倍出、各类保险不完善、订单多
……这一系列的权益缺失，换来
的是工人们眼中的“高薪”，即每

月大概四五千元。生活生产环境的
恶劣，让条件稍好一点的本地人根
本不屑于从事此类工作，却是外来
务工人员眼中的好差事。如果严格
按照劳动法，必须保障劳动者的双
休权利，或者说如果工人有选择不
去加班的自由，那么事故伤亡人数
或许不至如此，但遗憾的是，一共
450人的公司，当时已经在车间的就
达到了264人，且因业务繁忙，公司
提前至早上七点半上班，于是这些
不幸的人“在劫难逃”。

出于安全监管方在对该企业
检查时的走过场，人们纷纷指责主
管部门与企业对安全的忽视。然而，
与其责难安全监管的形同虚设，不
如进一步检讨在这起事故及类似
惨剧中劳方与资方平等对话机制
的全然空白。伤亡的工人基本来自
外地，主要来自农村，然而他们并非
没有安全意识，事实上，早有工人举

报生产车间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
但由于缺乏相关组织的有效干预，
这些声音在企业效益与当地的
GDP面前如石沉大海。 换言之，个
体散沙式的存在，很难在资方面前
形成抗力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能
够出面与企业协商甚至对抗的组
织，如工会，却只剩了一个名头，丝
毫不能起到积极作用。

只要涉及工人权益，在现有的
完全不对等的角力下基本只会产
生这样的后果———企业无视法纪，
工人逆来顺受。随着劳动力成本的
不断提升，目前有不少外来资本已
逐渐撤出中国，转寻他处，因此能够
获得相对满意薪酬的工厂在慢慢
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工人
保障自身权益的难度，使他们只能
在安全与报酬之间二选一。也正是
对工人缺乏组织性保障的这个前
提，令现有的一些企业还能顺利压

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且不用担心
付出太大代价。

制造业工人在中国是一个极
其庞大的群体，但这个群体却缺乏
真正的组织保障，他们的一切弱点
如渴望养家糊口、维权意识淡薄、逆
来顺受等都袒露在资方面前，而资
方无异于捏住了他们的“七寸”，他
们不敢罢工，也不敢轻易辞职，更无
法整合力量，表达自己的诉求、保障
自身的安全。作为无产阶级的联合
力量，中国的工人却缺乏强有力的
工会组织，这无疑是滑稽又令人匪
夷所思的。有人责骂涉事企业，甚至
将所有台企一并“连坐”，但如果中
国的工人始终没有组织力量来帮
助他们具备与资方平等对话和维
护自身权益的权力，那么无论什么
地方的企业都可以置他们于险境，
又岂止是台企？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工人权益需要真正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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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好村级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是善始善终抓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十分关键的一环， 必须持续用
劲，进一步传导压力，确保整个教育实践活动从上至下、一以贯之、不掉链子，更好地畅通联系服务群众
的“末梢神经”，更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步路”的问题。

核
心
观
点

徐守盛在衡东县宋坪村指导村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时强调

每个党员都要加强党性锻炼
本报8月3日讯 8月2日，衡

东县新塘镇宋坪村的党员过了一
次难忘的组织生活，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到他们
中间， 全程参加并指导了这次村
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
议党员大会。徐守盛强调，要认真
组织开展好基层党组织专题组织
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进
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
层工作。 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要在党爱党，严格组织生活，
加强党性锻炼，树立良好形象，真
正做到致富一方、稳定一方、温暖
一方。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省
委派驻衡阳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督导组组长杨泰波参加
会议。

敞开心扉， 认真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

8月2日下午3点，宋坪村村部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全村35
名党员，除1名在外务工、3位年老
多病行动不便的党员请假外，其

余31名党员全部参会， 同时还邀
请了10位群众代表列席。

结合村民提出的意见， 村党
支部书记向忠华第一个开展自我
批评。 他反思自己有时搞“一言
堂”，“没和班子成员通气，就把七
组的桐子塘维修加固工程直接承
包出去了，搞得大家有意见。”

“婶婶家以前困难申请了低
保，后来条件改善了，不符合低保
条件，但我没有主动取消，有失公
正。”“五保户颜冬枚家土砖屋都
快倒了， 多次找我帮忙向上面申
请政策，但我没当回事，想起来很
惭愧。”“我喜欢打点小牌，有时还
主动喊人去我屋里打牌， 作为一
名党员没有抵制这种不正之风，
反而跟风，很不对。”……31名党
员敞开心扉，认真对照检查，逐一
开展自我批评。 在外地务工的党
员文道明也通过流动党员电子家
园邮箱，发来了自我批评邮件。

始终做到在党爱党、在
党为党、在党护党、在党忧党

“大家‘竹筒倒豆子’，讲了真

话、实话，心里更敞亮了，更坦然
了。”徐守盛深有感触地说，参加
村级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听
到最基层的声音， 对自己也是一
次面对面的“接地气”。今年4月，
徐守盛曾来到衡东县新塘镇与部
分镇、村干部座谈，指导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8月2日， 他一到宋坪
村，就与村党支部4位支部委员谈
心， 就加强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徐守盛说，一个支部就是一个
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每一级党组织、每个党员都要始终
做到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护
党、在党忧党。要把党在农村的方针
政策学习、宣传、贯彻好，把党的基
层组织和队伍建设、巩固、发展好，
把党在基层的形象树立好、维护好，
把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
带动群众的作用体现好、发挥好，通
过每个党员、每名干部的一言一行，
让老百姓看到正气、看到信心、看到
党的整体形象。

“有的基层党组织一年到头
不开党员会议，也不过党内生活，
一些党员的党员意识淡薄了，组

织归属感弱化了。 农村党员同样
有一个‘补钙’的问题。”徐守盛强
调，每一级党组织、每个党员都要
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加强党性锻
炼，要把“三会一课”这个优良传统
坚持好、落实好、发扬好，加强党性
修养，切实履行党员义务，做到平
时看得出、关键时刻冲得出、危难
时刻豁得出，为群众作出榜样。

从实事、小事、具体事中
建立与群众的深厚感情

“对老百姓来讲， 千事万事，
发家致富是头等大事；千理万理，
幸福安康才是真理。”徐守盛强调，
要千方百计带领群众致富， 真心
实意关心服务群众， 做到致富一
方、稳定一方、温暖一方。农村党组
织要把发展农村经济、 引领群众
致富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抓。有
致富能力的党员要带头闯市场、
带头创业， 帮助群众解决发展资
金、致富技术、市场信息缺乏等发
展难题。 要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
法，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
群众，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发挥好维

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第一道关口的
作用。要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通过尽心竭力办好群众的实事、小事、
难事、具体事，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哪家遭遇天灾人祸， 你有
没有及时伸出援手？哪家子女考上大
学凑不到学费，你是不是给予力所能
及的帮助？哪家屋顶漏雨、窗户漏风，
你有没有帮忙修修？党员和群众的感
情，往往就是从这些实事、小事、具体
事中建立起来、深厚起来的。”

徐守盛强调， 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要坚持从严律己、秉公办事、清正
廉洁， 进一步树立好在人民群众中
的良好形象。要强化制度意识，推动
完善落实村级民主议事、民主决策、
党务公开、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民
主监督等各项民主管理制度， 确保
各项惠民政策公正平等地惠及广大
群众。要带头讲诚信，引导广大群众
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以失信为耻，
以守信为荣。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
树立重视基层、加强基层、服务基层
的鲜明导向， 更加重视关心基层干
部，为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搭建平台、提供保障。

■记者 夏似飞 唐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