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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英语计算机是给人才松绑

来论 叫停“末位淘汰”是理性纠偏
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
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明
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通过“末位淘汰”或“竞争上岗”
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

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为由， 请求用人单位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
赔偿金。（12月1日《京华时
报》）

在现实生活中， 用人单
位以“末位淘汰”或“竞争上
岗” 方式单方解除与劳动者
劳动合同的情况并不鲜见。

但由于这种方式常常给人以貌
似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公
平”假象，遭此不公正待遇者很
少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此
次最高法明确界定“末位淘汰”
的违法属性，显然是对用工乱象
的纠偏和对职工权益的保护。

诚然，作为一种企业绩效管
理手段，“末位淘汰”制的确不无
教育员工、激发活力和优化组合
等的积极作用，但其与解除劳动
合同却不能相提并论。我国现行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已为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列举出
了劳动者的6种情形， 其中并无

“排序末位”的情形。基于“法无
许可不可为”的司法原则，以“末
位淘汰”为由解雇员工，没有法
律依据，当属明显的违法行为。

其实，仔细剖析以“末位淘
汰”解除合同的行为逻辑，其逆
情悖理的有失公允也是显而易
见。首先，“末位”不可避免。只
要有竞争、有排序，员工之间的
差异性便可以序列形式排出
“末位”。但“末位”只关乎位次，
并非等同于“不合格”。其次，排
序有标准。 由于员工的素质和
能力不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特长与短板。 依据不同的评价

标准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排序
结果。由此解读，“末位淘汰”有
偏颇之虞。

现代管理崇尚“人本管理”，
其要旨就是尊重人性、 扬长避
短，最大限度地挖掘劳动者内在
潜能，进而营造出宽松、信任的
用人环境。“末位淘汰”漠视人格
尊严、罔顾职工权益，极易导致
员工惶恐、同事猜忌、团队精神
差等负面效应。对这种有违现代
管理、悖逆契约精神权力任性之
举， 劳动者要敢于对侵权说不，
人民法院更当秉公司法，为员工
撑腰壮胆。 ■张玉胜

12月1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
《关于北京市职称外语和计算机
应用能力考试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自2017年1月1日起，外
语和计算机考试不作为申报职
称评审的必备条件，这两项考试
彻底与职称评审松绑。（12月1日
《新京报》）

此前已有多地出台相关政
策，这一举措是为了聚力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努力为人
才松绑。实际上，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职业技能评定也应与时
俱进，有的专业基本不需要和英
语、计算机打交道，规定硬性考
试只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以
及社会资源，加重专业人才的学
习、考试负担，导致重心偏移。

2013年，《人民日报》刊登了
一篇名为《作家为评副高职称考
英语计算机 连考12年未通过》。
说的是我国作家铁流，为评副高
职称，苦苦应考“计算机和英语”
12年未通过的郁闷故事。 铁流为
了应付英语和计算机考试， 不得
不放下手头的写作， 提前几个月
就进入了训练期，“12年来已白白
浪费了整整两年多的宝贵时间”。
虽说人们早就诟病职称英语、计
算机考试中有“一刀切”的不合理
设置和利益因素， 但在制度未变
的前提下，无论如何发牢骚，规则
还是要遵守，除非退出职称评审。
也因此， 不少专业人才因为考试
的设限，只能望考试兴叹，或者十
年、十数年磨一剑，费九牛二虎之

力去考职称英语和计算机。
即使考过了，在不少人的实

际工作中，英语和计算机也并无
用武之地， 造成了考用脱节，资
源浪费。此外，社会上各种针对
职称考试的培训机构层出不穷，
甚至只要交足够多的“学费”，即
可“包过”，扰乱了市场秩序、伤
害了职称评审的公平性的同时，
也催生出庞大的利益产业链，使
代考、 舞弊的现象无法遏制。这
实际上已经与职称英语、计算机
考试的初衷背道而驰。

职称评审制度的僵化往往
会极大地伤害人才在专业、学术
上的积极性， 若不尊重个体差
异，结果就是让实干型的人才权
利受损，如有的人进行学术造假

通过职称评审，而老实人则无法
取得评审的资格，也因此，近些
年来有关取消职称英语、计算机
考试，要求进行职称评审改革的
呼声越来越高。

此次职称评审改革可谓顺
应民意， 削弱了行政主导色彩，
同时也阻塞了长期以来裹挟其
中的利益流通，让评审程序不再
流于形式。各地陆续出台的相关
规定，都是职称评审改革的真诚
表达，也是实质性进步，也唯有
如此， 才能让职称评审科学化、
合理化，让职称评审根据人才的
特殊性、差异性等做出贴合实际
的设置，使其发挥应有的促进作
用。

■本报评论员 张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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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日讯 为规范
通信设施建设， 提高通信服务
质量，保障通信安全，省政府组
织起草了《湖南省通信条例（草
案）》（下称“条例草案”），今天，
该条例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分组审议。

小区新改建通信设施
应征得业主同意

通信业务经营者进入小
区建设通信设施，并不能想进
就进。条例草案第九条明确规
定，通信业务经营者进入居民
小区业主享有专有权的住宅
内新建或改建通信设施的，应
当征得业主同意；在其他已有
建筑物上新建或者改建通信
设施，应当事先告知建筑物的
所有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

通信业务经营者
应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如何保障通信用户个人
信息安全，是大多数百姓关注

的焦点。条例草案第三十三条
规定，通信业务经营者应当采
取措施保障通信用户个人信
息安全，防止泄露、毁损、丢失
通信用户个人信息。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董岳林建议,在第五
十六条后面加上“诈骗电话造
成损失或为违法犯罪活动提
供个人通信信息，造成严重后
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增加通信业务经营
者应当采取措施阻断网上发
布、搜索、传播、销售改号软件
的渠道 ，阻止违法网络改号电
话的运行、经营等方面的义务。

通信业务不实名制
不提供服务

针对条例草案第十八条
“对尚未登记真实身份信息的
通信用户，通信业务经营者应
当通过电话、短信和公告等方
式告知……”董岳林建议改为
“本条例实施起不得为非实名
制登记的通信用户提供服
务”。 ■记者 吕菊兰

《湖南省通信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让网络改号电话无处藏身
本报12月1日讯 餐饮单位

是否该收取餐具消毒费？ 付了
“预付款”商家不见踪影，泄露消
费者隐私信息该如何处罚？今
日，《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修正案（草案）》提请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对比现行《湖南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作出了32
处修改，并增补了10个条文，每一
条都与消费者密切相关。

七日退货
建议明确“收到商品之日”

“经过慎重考虑， 认为免费
提供卫生的餐具是经营者当然
的义务，正如菜要洗干净，但不
能收取洗菜费。” 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局长李金冬介绍， 最终，修
正案草案规定不得收取餐具消
毒费。此外，针对经营者义务方
面， 修正案草案还作了如下修
改：对经营者在安全、价格、商品
缺陷处置，网购商品退货，赠品
质量保障， 信息保护及洗烫、培
训等方面的义务规范作了修改
完善。如规定车站、影剧院场所
应制定应急预案，经营者应当制
定信息保密制度，培训机构不得
采取侮辱人格、伤害身体的教学

方法，公用企业委托物业收取费
用的，不得将委托费转嫁给用户
等。

条例修正案还对消费者权
利主要作了两方面的修改：对消
费者的知情权、 公平交易权、监
督权等进行了修改完善，使之更
加清晰明白。如规定消费者有权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价格、产
地、性能、生产日期等情况，有权
对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规则中
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
进行举报。同时根据上位法规定
增加了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依
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将肖像、指
纹、身份证号码、消费记录等纳
入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

针对七日无理由退货，省人
大财经委员会审议认为应明确
“收到商品之日”。 随着快递业的
发展，快递柜、小区代收点等大量
出现， 收到商品之日是指收货人
签收之日还是送货人送达或者投
入快递柜之日，需要区别对待。

消费不便
消费者应有权退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名目
繁多的预付卡式消费渗透到百
货零售、 美容美发等各个行业。

修正案草案还增加了以预收款
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足浴、
保健按摩、餐饮、网络经营、金融
产品等经营活动的义务规定，有
的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规
定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经营者不能正常或者继
续提供商品、服务的，应当在合
理期限内以约定的联系方式或
者公告等形式告知消费者并予
以退款；金融产品经营者不得发
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
等欺诈信息，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等。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
议认为，预付卡虽然给消费者和
经营者带来了不少便利，但也频
频曝出霸王条款、 产品质量下
降、服务打折缩水甚至店铺关门
等侵权事件，持卡消费者的权益
得不到有效保护，该委建议修正
案草案要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
同时要将其规定加以细化，如要
求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约定，对
于金额较大的预付卡，经营者应
当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经营
者不能单方面设计预付卡消费
期限；因经营者门店搬迁、消费
者搬家等导致消费不便，消费者
有权转让或者退卡。

■记者 吕菊兰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拟出保护权益“组合拳”

餐饮业不得收取餐具消毒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