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日晚，岳麓区望城坡街道长华社区，社区文化节上的居民排队体验趣味有奖游戏。 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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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海式代持”的罪与罚

来论 流氓软件，不只是流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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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4日讯 昨晚7时，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三湘
都市报、 华声在线承办的第六届
（2015）长沙社区文化节，第二场
在长沙市岳麓区长华社区举行，在
这场长沙市盐业公司社区专场活
动中，居民在家门口除可欣赏精彩
的文艺演出、玩游戏赢奖品，还能
学到如何科学用盐、健康生活。

孕妇、小孩最好选海藻盐

在活动现场， 盐业专家的台
前被市民围了个水泄不通。 如何
科学用盐？专家正给居民支招。

中老年尤其是有高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等“三高”症状人员
最好选用低钠盐。 适量食用低钠
盐， 对我们平常人来说也更加有
益健康， 但肾脏病患者却不宜多
食用， 因为其中含有的钾离子会
增加肾脏负担让病情加剧。孕妇、
小孩最好选海藻盐，“海藻盐属生
物碘， 营养成分要优于普通碘”；
而甲亢病人，最好食用无碘盐。

“不少人喜欢在菜下锅时就
放盐，其实不可取。”盐业专家表
示，碘遇高温会挥发，这样食用加
碘盐也就失去了意义，“建议最好
在起锅时放盐。”

炒菜起锅时再放盐，孕妇多食海藻盐
社区文化节走进岳麓区长华社区 专家支招教你辨别真假盐

长华社区
推行社区大病救助

据悉， 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
道长华社区日前推出社区大病救助
项目， 居民如患病住院， 在医保报
销、民政救助及其他救助之后，住院
费自负部分达2万元还可到社区报
销部分费用， 居民每人每年可报销
一次，最高报销额度为1万元。

长华社区居民满女士今年40
岁， 不幸患了癌症， 已经花了10多
万。满女士公公常年有病，老公是下
岗职工，她平时就打点零工，家里经
济状况不太好。 当得知到社区可报
销住院费时， 她说：“这可减轻了我
们家不少的压力。”

“从今年元旦起到今年12月31
日， 长华社区户籍居民凭这段时间
在长沙市范围内二级以上医院的住
院发票， 到社区申请本项目报销部
分费用。” 长华社区向宏伟书记说。
据他介绍，具体额度如下：住院费自
负部分在20000元至30000元的，救
助住院费自负部分的（下同）15%；住
院费自负部分在30001元至50000元
的， 救助18%；50001元以上者救助
20%；以自然年度为一周期，每人每
年限救助一次，最高救助额度为1万
元。 ■记者 陈月红

据长沙市盐务管理局近
日发布的消息，去年，长沙全
年共查获重大涉盐违法案件
8起，而今年上半年就有7起，
捣毁假冒生产加工窝点2个，
查获封存扣押各类违法盐产
品94.706吨。

对此， 长沙市盐业公司
负责人提醒， 市民购买食盐
时， 选择大型的超市和商场
更有安全保障。 市民如发现
假盐， 可拨长沙市盐务管理

局 电 话 0731-88496105 举
报。

活动现场， 公司工作人
员还告诉市民如何辨别真假
盐？首先看外包装。真盐封装
平整，包装精美，字迹清晰，
封口通过技术处理无法分
开，外包装袋两侧圆滑，没有
折线。 假盐外包装袋往往字
迹模糊、 手搓即掉， 包装简
单、不严密，封口不整齐，两
侧有两条明显的折线。

同时， 两者的防伪标志
也有不同， 真盐外包装上均
印有生产日期，而假盐多半
没有；真盐包装上的防伪标
识都是固定端正地贴在包
装膜夹层的同一个位置的，
如果防伪标识的位置偏差
大， 粘贴歪歪斜斜， 则为假
盐。

还可做实验来辨别，将
盐撒在一块马铃薯切面上，
真盐呈蓝色。

如何辨别真假盐？

链接

7月底，工信部发布通告显
示， 在对手机应用商店应用软
件进行的检测中， 共发现有80
款存在问题， 其中大部分是俗
称的“流氓软件”。 调查发现，
“流氓软件”肆虐背后，是一条
渐成产业的灰色利益链条。

流氓软件，早已不只是流
氓而已。 它们业已成为某种
“上下相蒙” 产业骗局的重要
一环。在这一骗局中，流氓软
件负责强迫用户不断下载多
余软件；而由此所增加的“无
效装机量”， 又会反过来变成

相关软件产商骗取广告投放
和投资人出资的“耀眼成绩
单”。可以说，这是一场自上而
下、 分工协作的连环骗局。终
端的消费者与上游的资本力
量，乃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受害
者。且流氓软件之害，已经呈
现出一种扩大化的趋势。

我们很容易发现，现阶段
法律关于“流氓软件”的表述，
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
即，更多只是将之视作“侵犯
公民知情权、选择权”的琐碎
案例，而未曾意识到其所给市

场秩序带来的系统化危害。可
以预见的是，流氓软件与软件
产业的合流，势必造成一种逆
向的激励。随后导致厂商不再
执着于提高产品质量来吸引
用户，转而依靠用不诚信手段
来增加虚假装机量。这种局面
势必会从根本上破坏行业的
风气。

只有充分意识到流氓软
件的整体危害， 加强立法、强
化执法，才可能避免投机取巧
的风气，扰乱健康的市场价值
判断与竞争秩序。 ■蒋璟璟

造成“8·12特大火灾爆炸事
故”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其主要实际控
制人是于学伟与副董事长董社
轩。但是根据工商资料，二人股
份皆委托他人代持。为什么公司
的两位实际出资人都选择找替
身？ 代持股份的形式是否合法？
一系列问题摆在公众面前。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规，只要
不违反法律法规，不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 代持股份是合法的。例
如， 在一些央企的海外投资中，
根据境外相关法律规定必须以
个人名义持股的，就只能用私人
代持股份的形式进行投资；尽管
情势所迫，但代持股份还是留下

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有待严
格监管。而至于“瑞海式代持”，
则非“隐患”，实是明显的违纪违
法， 无论实际持有人如何“隐
形”，最后都必须亲领罪责。

“瑞海式代持” 老板之所以
隐形，不是为了某种合法的特定
不方便，而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刻
意违规违法。于学伟曾是中化集
团天津分公司的高管，而董社轩
则是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之子。
两人结合，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利用双方的“资源”共同
牟利。两人的关系资源并非与生
俱来，董是利用其父亲的职务影
响力，而于则是大肆从原单位挖
人挖关系———这两人的行为，前

者违反了官员子女经商的有关
禁止性规定，后者则涉嫌触犯了
相关法规中的竞业限制条款。正
是因为明知有违法违规嫌疑，瑞
海式的公司才采用了代持的方
式，将实际持有人“隐形”。

“隐形” 后的实际持有人，不
仅“巧妙”地规避了现有法规的监
察，更因为“隐形”的便利，毫无顾
忌地在经营活动中时时利用手中
掌握的关系，去冲撞、触碰法律的
红线与底线。 如瑞海公司运营之
初就被查出超标违规， 但仍然获
得各方面的关系支持， 在无证的
状况下“裸奔”八个月，短短数年时
间内就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倘
非胆大妄为成为习惯，“8·12特大

火灾爆炸事故”或许不会发生。
“瑞海式代持” 实际上是官

商勾结腐败的一种形式。通过代
持，官员子女、公务员、国企高管
各色人等，将实际持有人的身份
隐形，也试图将权力庇护、以权谋
私、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隐形。在
一般情况下，这或许只涉及经济
犯罪，但由“8·12特大火灾爆炸
事故”可以看到，腐败所产生的
公共伤害会有多么令人震惊与难
以承受。因此，仅仅让隐形老板们
现形，承受他们应有的罪与罚还
不够，还必须严密法律、严明法
纪，清算、明确“瑞海式代持”的
罪与罚，才能以绝后患，以防悲
剧重现。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当初在校门设计时
选择了欧式建筑， 但没有
想到会与清华大学校门一
模一样。”

日前，有市民反映武汉航海
职业技术学院东湖校区的新大
门撞脸清华园。该校如此回应。

坐井观蛙： 没叫“华清大
学”，已经是给面子了。

博学： 坚决将山寨进行到
底！

内参：就是要和你撞，录取
通知书要撞，门也要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