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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逐步推进，欧洲经济正
从中找寻止跌企稳的新契
机。 4年多来，塞尔维亚、波
兰、匈牙利、希腊、马耳他、
塞浦路斯、捷克等欧洲国家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
展正因“一带一路”建设加
速前行。 图为希腊比雷埃夫
斯港集装箱码头。

（据新华社）

联“中”而生
通“华”而兴

为何涨？涨多少？影响几何？
———快递公司接连调价透视

要闻窗国家重拳治理“餐桌污染”

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随着餐饮业消费规模

迅速增长，老百姓在“吃得
好”的同时，对“吃得放心”
“吃得健康”愈加关注。 今
年以来， 国家多次出重拳
整治“餐桌污染”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未来，在网络餐
饮等与老百姓关系最为密
切的领域， 餐饮业质量安
全水平有望迈上新台阶。

大数据分析研究机构
易观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二季度我国互联网餐
饮外卖市场整体交易规模
达 ４５９．５ 亿元，同比增幅高
达 ８１．８％。 然而，一些餐饮
商户线上展示诱人美食、线
下其实是无证无照的“黑作
坊”“苍蝇馆”， 让不少钟情
于网络订餐的消费者十分
倒胃口。如何让消费者在尽
享便捷之余吃得放心？这就
需要在监管中将网上餐饮
店与其源头———实体店“绑
定”， 而作为网络餐饮产业

链当中的关键环节，第三方
平台的“把关人”角色至关
重要。

为加强网络餐饮服务
监督管理，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今年 ２ 月发
布了《网络餐饮服务监督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
台、 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
以及送餐行为进行进一步
的规范。 据食药监总局食
监二司司长马纯良介绍，
这一办法将于近日向社会
公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局长毕井泉多次强
调， 规范网络餐饮服务，核
心是要严格落实网络餐饮
服务第三方平台责任。具体
而言，要确保网上展示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真实，这就是
确保线下生产经营者必须
是实体店， 而不是“黑作
坊”； 要确保送餐过程食物

不被污染，因为送餐的物流
公司是第三方平台挑选指
定的；要确保消费者提出的
投诉得到及时处理，因为消
费者是在第三方平台上订
餐并结算的。

据食药监总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有关部门即将
部署开展“明厨亮灶”质
量提升行动，以繁华商业
街区、Ａ 级旅游景区等为
重点区域，以学校（含幼
儿园）食堂、大型和连锁
餐饮企业、 中央厨房、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等为重
点单位，提升“明厨亮灶”
覆盖面。 关于“明厨亮灶”
建设的指导意见也将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

“明”什么、“亮”什么等问
题给出具体规范。

守护好“舌尖上的安
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
监管水平必须跑在消费需
求增长的前面。近日 １４ 部

委联合出台的餐饮业新规
明确， 加快建立职业化检
查员队伍， 强化培训管理
和绩效考核， 开展餐饮食
品安全监管专业技能培训
和竞赛， 提升餐饮食品安
全监管执法水平。“专业的
事还需要专业的人去做。 ”
马纯良认为， 如此才能增
强监管的实际效果。

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
司司长颜江瑛认为， 我国
餐饮业具有自身特色，食
材多样、餐饮品类丰富、消
费者需求多元化等都给监
管带来挑战。为此，必须针
对餐饮服务监管几个关键
环节，完善制度标准体系、
加强网络餐饮服务监管、
加强集中用餐单位日常管
理、 严厉打击餐饮违法违
规行为， 促使我国餐饮业
发展越来越规范， 让百姓
吃得更加放心。

（据新华社）

●前三季度，央企收入、利润保持双
快增长。

●河南易地扶贫搬迁：力争明年年底
搬迁人口全部入住。

●河南环境整治见效，空气优良天数
达 166 天。

●今年， 河南助学贷款让 48 万学子
受益。

●“百名红通人员”孔广生投案自首，
系到案第 48 人。

●美国宣布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土耳其说接到美国解决签证风波
请求。

继中通快递 10 月 １０
日率先宣布调价后，10 月
１１ 日韵达速递在官微发
布告客户书， 宣布即日起
对快件价格进行调整。 在
离“双 １１”不到 １ 个月的
时间里，“三通一达” 中的
两家企业接连调价， 在行
业产生重大反响之余，也
吸引诸多消费者的关注。
对于涨价原因， 韵达速递
的告客户书提到：“受人
力、 物料以及运营成本攀
升等影响。 ”中通方面给出
的涨价理由， 与韵达基本
一致。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人力成本的增加，是快

递行业一直面临的挑战。
根据第三方机构调查，约
７０％的快递员表示不堪重
负。要稳住快递员队伍，最
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其派
件收入。 作为快递成本的
一部分， 派费上调必然会
传导到快递价格中去。 对
于具体的调价幅度， 中通
表示， 因各地成本结构费
率不同，具体调价幅度，由
各网点根据当地市场和经
营情况进行合理调整。

价格涨了， 服务质量
能不能跟上， 这是很多人
关心的问题。 韵达速递副
总裁赖世强表示， 快递的
服务质量， 重点体现在末

端派送环节。“双 １１”期
间，为了保证服务质量，韵
达将投入几千万元到各个
基层网点。 通过网点的绩
效激励机制， 来提高快递
员的积极性。 ”

快递提价， 除了缓解
成本压力、保证服务质量，
对整个行业的走向也将产
生重大影响。

公 开 数 据 显 示 ， 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我国
快递平均单价从 １５．６９ 元／
件一路降至 １２．７１ 元／件，
基本上保持着“每年降一
块”的幅度。以低价抢占市
场份额，过度依赖电商件，
导致基层网点劳动强度大

但收益甚微。“涨价找死、
不涨价等死”的说法，形象
地描述了快递行业深陷价
格战的窘境。

不过，六大快递公司集
体上市后，行业格局正在发
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集体
上市后靠价格战追求市场
份额的行为告一段落；另一
方面，三四线快递公司大量
退出市场，新进入者已不构
成威胁，行业发展进入相对
稳定期。”中信证券表示，经
历多年“双 １１”后，主要快
递公司越发追求网络稳定
和服务质量，逐步放弃降价
换量的行为，涨价就是明确
信号。 （据新华网）

������动车组列车推出便民举措

乘客可自主选座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自 2017 年

10 月 12 日起，铁路部门推出“接续换乘”方案
推荐及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两项便民服务
新举措，进一步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10 月 12 日起，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机客
户端购票， 当遇到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列
车无票或没有直接到达的列车时， 旅客可选
择“接续换乘”功能,一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
支付。 关于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该负责人
表示， 铁路部门在 2016 年 12 月起海南环岛
高铁开展该项服务试点的基础上， 自今年 10
月 12 日开始，全面推出动车组列车“自主选
座”服务。 (据新华网）

������低头玩手机

脖子如负重50斤
你知道人的头多重吗？5 公斤左右。所以，

当你抬头挺胸时， 脖颈只需要承受约 5 公斤
的重量。 但是，在你前倾低头 60 度看手机时，
颈部就需承受 25~30 公斤的重量！ 你想想，一
袋 25 公斤的大米挂在脖子上，那是怎样的一
种感受……

颈部的肌肉、韧带为了减轻颈椎压力，会
反射性地紧张起来，来对抗前倾。 如果你还有
指尖麻木、刺痛、走路不稳、时常头晕的感觉，
那就要警惕了：可能是颈椎病的信号！

（据新华网）

������租房迎来信用时代

信用高租房轻松
日前，支付宝宣布首批在上海、北京、深

圳、杭州、南京、成都、西安、郑州 ８ 个城市试
水信用租房， 有超过 １００ 万间公寓将正式入
驻支付宝， 芝麻信用分达到 ６５０ 分以上就可
以免去租房押金。 业内人士称，这是“信用＋租
赁”的首次跨界合作，将给高信用的租客和房
东带来更多红利，有利于建立多元、规范的住
房租赁市场。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前后，网上爆
出不少租房问题。 支付宝日前宣布上线的租
房平台，给租房市场带来了新气息，或能对市
场“痛点”有所缓解。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