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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健康证乱象源于违法成本低
遏制外卖健康证乱象，必须严肃查处违规平台和
人员，提高违法成本，倒逼遵规守法。一方面，应积极
协调发证部门、体检医院、外卖平台，建立信息共享的
数据闭环，既便于外卖平台审核健康证，又有助于监
管部门对平台和骑手的监督。同时，加强对骑手的健
康证检查力度，
对于假证顺藤摸瓜，斩断利益链条。

近日，有外卖平台送餐人员被媒体曝
光未体检便以“150 元”的假证通过了平台
审核实现接单。澎湃新闻调查发现，美团、
达达、
点我达以及蜂鸟等外卖配送平台，
均
向新注册的众包骑手提供了时长不等的
“新手期”
，
无需提供健康证明便可抢单。
不
仅如此，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进行健康证“P
图”、伪造实体证的广告，宣称仅需几十元
到百元不等。
（5月14日《澎湃新闻》
）
送外卖是否需要健康证，答案是肯定

深
论

的。
《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从事
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
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
明后方可上岗工作。但在现实中，这一规
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
外卖配送领域的健康证乱象，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证也能抢单。据报
道，四大外卖平台均设有“新手期”，期间
新注册骑手只需通过简单的线上培训和
考试，无需提供健康证明就能抢单配送。

二是假证也能过关。尽管多地疾控部门都
提供了在线查验健康证号的网络服务，但
外卖平台大都以人工审核为主，只看身份
信息是否一致、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等。
通过非法渠道伪造健康证快速通过审核
的情况，
并不少见。
对于“新手期”豁免健康证的问题，有
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回应称，由于健康证的
办理需要一定时间，在办理健康证期间骑
手可以先进行接单派送的体验，接单的数
量和品类会有一定限制。然而，这一做法
看似人性化，实则于法不容。
《食品安全
法》白纸黑字明确规定，
“取得健康证明后
方可上岗工作”。也就是说，取得健康证是
从事外卖配送等食品生产经营的前提条
件，岂有
“先上车，
后补票”的说法？
在如今信息化时代，健康证真伪上网
一查便知，外卖平台依然采取传统的人工
审核方式，
致使假证也能蒙混过关。
究其原
因，
大抵在于实际违法成本低，
导致外卖平
台缺乏严格审核的动力，往往“睁只眼、闭
只眼”。尽管《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
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

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视
情形处以警告、罚款、停产停业、吊销许可
证等处罚。
但一直以来，
骑手健康证审核都
是平台自己说了算，
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
无论安排未取得健康证的骑手接单，还是
纵容伪造健康证通过审核，鲜有外卖平台
因此被追责。
日前，
饿了么被曝外卖小哥健
康证造假，
给招聘公司150元不用体检就能
办证，并通过平台审核。事后，饿了么只是
对涉事代理商进行内部处罚，有关部门并
未介入对平台调查处理。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
设。”信仰的前提就是法律规定落地，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遏制外卖健康证乱象，必
须严肃查处违规平台和人员，提高违法成
本，倒逼遵规守法。一方面，有关方面应积
极协调发证部门、体检医院、外卖平台，建
立信息共享的数据闭环，既便于外卖平台
审核健康证，又有助于监管部门对平台和
骑手的监督。
同时，
加强对骑手的健康证检
查力度，一经发现问题，依法追究责任，打
消少数人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此外，
警方
对于假证要顺藤摸瓜，打掉背后的制假售
假团伙，
斩断利益链条，
净化市场秩序。

王立兰

玩
“套路”
的网红餐厅
“火”
不久
前不久的五一小长假，让人记忆犹新
小时就关门大吉的“最短命”网红餐厅记
年 11 月 11 日被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聚德，之所以“火”了百余年，关键是做到
的除了增加一天的假期和各地热门景区
录，既
“可怜”又
“可恨”
。
局列入
“很不高兴遇见你”餐厅之一。
了扛着“牌子”，看住“鸭子”，捧着“厨子”，
人山人海的景象，还有几大旅游城市中排
对餐厅而言，博人眼球的主题方式、
广告做得好，不如品质好。对于消费
研究“盘子”，即在维护好自身形象的基础
队排到几千号的网红餐厅。网红店，为何
餐厅背后的浪漫故事、老板的名气、充满
者而言，健康第一、色香味次之、而后才是
上，以烤鸭为龙头，注重质量、尊重技术、
要排这么长的队，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等
情怀的菜名以及打广告、做宣传等本也无
主题、环境、故事等噱头。生活中，无论个
关注人才、创新发展。
吗？一位曾经排队 6 小时的吃货告诉记者，
可厚非，然而这些浮于表面的虚名并不足
人就餐亦或同事朋友聚餐，总会有心仪的
古人言：
“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不得其
她之所以辛辛苦苦来吃一顿火锅，主要还
以支撑起一家店铺的持久发展，透过顾客 “老地方”，在那里，不仅可以吃到喜欢的
酱不食，割不正不食，不时不食，失饪不
是受到了美食公号的诱惑。不仅如此，为 “又贵又难吃”的反馈来看，营销噱头并不
口味，还能享受到满意的价格与服务，兴
食。
”
对于网红店而言，
营销手段固然重要，
了提升餐厅人气，有些店长不惜花钱请托
能弥补菜品本身的不足。诚如当年韩寒网
致来了兴许还能跟大厨学个“一招半式”，
但更重要的还是遵循饮食规律、注重食材
排队。
（5 月 13 日《钱江晚报》
）
红店“很高兴遇见你”，曾凭借推出的“岳
不仅品尝到了“鱼”，更收获了“渔”，诚可
质量、精研烹饪技术、挖掘饮食文化、继承
从汉源书店、千秋膳房、baby cafe 、雕
父汉堡”、
“ 导演的咸猪手”等颇具文艺范
谓
“超高性价比”餐厅。
传统好手艺、
创新时代新菜品、
促进推陈出
爷牛腩到卷福和他的朋友们等等，历数各
的菜品，引得不少消费者前来打卡，开业
一些餐厅，之所能成为“老字号”，原
新等。
所谓
“酒香不怕巷子深”
，
相信只要餐
类网红店，哪家不是一开始门庭若市，慢
当天更有不少人排队长达 7 个小时，但消
因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特点归结起来
厅的菜品质优味美、
服务热情周到、
价格实
慢就变得门口罗雀，最后不得不面临倒闭
费者尝鲜了一阵子之后，因为菜品价格稍
无非是企业自强不息，产品优质上乘，经
惠公道，
自然能成为经久不衰的
“网红店”
、
歇业的现实，更有甚者还创造出了火爆 24
贵，又疲于创新，热情迅速降温，更于 2016
营诚信为本，绝活特色鲜明。如北京的全 “老字号”
，
更能实现基业长青。

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

免费试戴地址：九防健步鞋汇龙旗舰店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地址：启东市汇龙镇港西路 468 号

张西流

禁止一次性用品，需规避﹃一次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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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上海市旅游
住宿业将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剃须
刀等一次性日用品。同时，根据上海市
文旅局发布的实施意见，违者将依法处
罚，市民游客也可以举报。
（5 月 14 日
《人民日报》
）
众所周知，禁止旅游住宿业免费提
供牙刷、梳子、剃须刀等一次性用品，目
的是为了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其积极
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回想过去的“限塑
令”及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历时多年，却是限而又现、禁而不止，除
了消费市场的刚性需求之外，更在于监
管严重缺位，让“禁令”形同虚设。由此，
让人们不得不对禁止一次性用品的效
果心存疑虑。
从表面上看，禁止免费提供一次性
用品，对于旅游住宿业来说，减少了经
营成本，理应抱支持态度。当然，宾馆酒
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旅客外出必须自
带，这种举措本身也是一种环保宣传与
体验，有利于促使公民树立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意识。
然而，
从深层面来看，
禁止一次性用
品，
势必会给游客的衣食住行带来不便，
继而归罪于旅游住宿业的服务缩水，从
而选择用脚投票。
因执行
“禁令”
，
导致消
费者流失，
经济效益受损，
显然不是旅游
住宿业想要的结果。
无奈之下，
为了讨好
消费者，不排除有的商家暗中抵制“禁
令”
，
违规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用品。
这无疑又给监管部门出了一道难
题。可以预料，
“禁令”出台之后，监管部
门会有一个“兴奋期”，将会组织开展针
对一次性用品的集中整治行动，严管之
下，一次性用品也会得到有效遏制。问
题是，监管部门也有“疲劳期”，一方面，
受执法人员、经费不足的限制，监管部
门难以保证对一次性用品治理的可持
续性；另一方面，面对多于牛毛的旅游
住宿服务企业，监管部门显得力不从
心，从而导致“禁令”执行难，重蹈禁止
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覆辙。如
此，面对禁而不止的一次性用品，有关
部门可能会沦为
“一次性监管”
。
因此，禁止一次性用品，需规避“一
次性监管”。首先，人大组织应通过立
法，依法全面禁止一次性用品，并成为
全国的统一规定，而不是仅限于上海有关部门的
“自选动作”
。
同时，
实施
“禁令”
，
宜堵还需疏。
这就要
求，在禁止一次性用品的同时，加快替代产品的研
发、
生产和供应，
即推出可降解制品，
满足市场需求。

8384 0666

8384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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