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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入口”审查资质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网络订餐的食品安全问题，
成了不少代表和委员关注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贵州
省铜仁市万山区万山镇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华茜建
议，加强对外卖订餐的食品安全监管，严禁家庭私厨及
没有实体店的商家从事网络外卖，同时，严厉查处网络
订餐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常在订餐平台点外卖的用户来说，无实体店的
商家总会让消费者感到心里“没底”。随着近两年严查
无证经营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已得到部分解决，但是
在网络平台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标榜“家庭厨房”、存在
卫生条件隐患的“漏网之鱼”。

2018年1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提供餐饮服
务，应当具有实体店铺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按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
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规定还包括网上公示的网络餐
饮服务提供者店名和地址应与实际店名和地址一致，公
示的门面、大堂、厨房等图片应当与实体店一致等。

从正式施行的《管理办法》到人大代表的建议，都
共同指向了一点，那就是平台要守好“入口”，严格落
实商户经营资质的审核，不“注水”、严格遵守平台自
己设置的商户入驻门槛，做好消费者的“把关人”。

严格监管 放心订餐

网络订餐早已走入千家万户。第 43 次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网上外卖
用户规模已达4.06亿，同时，手机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3.97亿。如此之多的用户量，背后便是上亿个家庭的外
卖用餐安全。为回应百姓所呼，一张网络订餐的安全网
正在持续织就并日渐收紧。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表示，2018年，检
察机关部署“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公益诉讼专
项监督，重点办理影响中小学、农贸市场、网络外卖食
品安全的公益诉讼。北京、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检
察机关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格监管，5万余家不合格网
络餐饮店铺得到整改，让群众点外卖更放心。

在被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后，相关平台企业食品
安全负责人表示，将加强平台自律，加强对入网餐饮店
铺管理。同时，发挥自身技术手段的优势，积极探索新
的管理举措，并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协作。保持对食品
安全的监管力度不放松，正是努力为百姓拧紧餐饮健康
的“安全阀”，力求做到“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食品安全 守好底线

北京市多家网络订餐平台此前已成立自律共建联
盟，几千家餐饮企业在相关订单平台上启动了“后厨直
播”。与此同时，多地正开展系列活动，保障舌尖上的
安全。哈尔滨市启动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净
网”行动，集中清理证照不全、假证假照、不符合食品
安全要求的网络餐饮食品经营主体。同时，美团、饿了
么两大外卖平台陆续为供餐单位发放用于贴在外卖餐饮
食品包装上的“封签”；沈阳市创新监管手段，对网络
订餐平台实行网格化智慧监管，并建设电子取证实验

室，运用电子数据证据实现对网络食品违法案件的智慧
高效监管和取证执法。

毫不犹豫向违规店铺“亮剑”，体现的是监管部门
守护舌尖上安全的决心，哈尔滨姑娘王宏琳告诉记
者，她希望这样的“净网”行动多开展一些，“现在不
只是我们在吃，家里的老人、孩子偶尔也会吃外卖。
把那些不符合经营资质的店铺全部淘汰、下架，卫生
条件有了保障，我们才能真正的放心订餐、放心吃
饭。”王宏琳说。

亮点多 紧跟时代发展

2018 年 5 月，微博“@中国警方在
线”发布了一段拍摄于上海某道路的视
频，展示了一位民警检查无牌车辆的执法
过程，引发网络热议。口头传唤，连续三
次警告，武力升级，行动前提醒无关人员
远离……执法民警的一系列规范操作被网
友称为“教科书式”执法。随后，该微博
发布“九宫格”图文，对依法文明、规范
执法进行详细解读，还挖掘出更多典型视
频进行示范，赢得广泛认可。

“@中国警方在线”是公安部新闻中心
官方微博，自 2011 年 8 月开通运营以来，

7年多时间累计发布约6.8余万条微博。现
在，它是拥有近 3000 万粉丝的“大 V”，
并连续 5 年荣获全国政务机构微博影响力
第一名。

这是当下中国政务新媒体发展的一个
缩影。政务新媒体，是指各级行政机关、
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在
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的政务账
号或应用，以及自行开发建设的移动客户
端等。

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8月，中国开
通认证的政务微博账号已达17万、政务微
信公众号已超50万、政务移动客户端及入
驻短视频平台的政务公号也初具规模。截
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

规模达3.94亿，占整体网民的47.5%。
“网民在哪里，政务发布就在哪里”。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一大
批影响力强、活跃度高的政务新媒体账号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不断涌现，呈现出快速
发展的良好态势。“指尖上的网上政府”
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接地气 创新社会治理

“@外交小灵通”的“刚刚体”收获数
万次转评赞，“@国家税务总局”快速回应
演艺行业“阴阳合同”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与“山东高法”的“决战执行难”
全媒体直播吸引了大批网友在线观看，“@
湖南公安”帮助海外中国旅客远程解决困
难，完成“跨国救助”……一个个引发广
泛关注的鲜活事例，显示出政务新媒体在
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不回避、接地气、善管闲事、巧办难
事，政务新媒体在发布权威消息、回应社
会热点、引导网络舆论、塑造政府形象等
方面成绩斐然。

《意见》 指出，到 2022 年，建成以中
国政府网政务新媒体为龙头，整体协同、
响应迅速的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全面提
升政务新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

在人人是麦克风、人人是记者的新媒
体时代，政务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政
府部门能够及时回应重大突发事件、重大
社会舆情。如今，政务新媒体已超越媒体
的范畴，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利于广泛收集民情、民意、民
智，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正
如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侯锷所说，政务新媒体不仅仅是
“媒体”，更是服务平台。

重服务 致力惠民利民

政务新媒体百花齐放，但质量也良
莠不齐。一些政务新媒体账号开通后，
以单向发布为主，缺乏与受众的沟通互
动，语言空洞说教，更新速度慢，甚至
出现了不少“僵尸号”。还有一些政务新
媒体缺乏内容上的精准定位，随意发布
个人信息或走入过度娱乐化的误区，缺
乏舆论引导力。

当专业、严肃的政务信息借力移动端
融媒体产品进行传播时，如何适应公众的
阅读习惯和互联网的传播规律？

《意见》 指出，要遵循政务新媒体发
展规律，明确政务新媒体定位，充分发挥
政务新媒体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互动
性强等优势，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不断强
化发布、传播、互动、引导、办事等功
能，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实用的移
动服务。

惠民利民应始终是政务新媒体发展的
动力和追求。侯锷认为，政务新媒体应以
人民为中心，互动、沟通、服务，回应社
会关切，提升公信力。

在政务新媒体建设中，要听民意、重
互动，积极反馈留言，杜绝公式化、机械
化回应；也要解民忧、重服务，加强与其
他业务部门的沟通与配合，对于群众诉求
要限时办结、及时反馈，确保合理诉求得
到有效解决。与此同时，要充分运用互联
网思维与手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多样
化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拿捏得当而非哗
众取宠，严守底线亦不忘人性温度。

2018 年 11 月，谷歌发布消息称谷歌云的创建人及首席
执行官戴安·格林即将辞职，前甲骨文产品开发总裁托马
斯·库里安将接替她的职位。众所周知，甲骨文公司是软件
开发者的企业级软件公司，可以说是继微软后全球第二大
软件公司。在甲骨文工作了二十余年的托马斯·库里安被认
为是“除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之外，甲骨文里无可置疑的最
重要人物。”

库里安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印度喀拉拉邦，是家里四兄弟
中年龄最小的。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母亲对他们
非常严格，她会在傍晚打电话给在街上比赛板球的孩子们，
要求他们1分钟后回家洗好手、坐在桌子旁，否则就不能吃晚
饭。并且所有的孩子都要轮流洗碗、打扫，做房子里需要的
一切家务。

1986年，托马斯·库里安和双胞胎哥哥乔治·库里安来到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托马斯·库里安拿到了普林斯顿大
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还获得斯坦福
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荣获“阿杰·米勒学者”
称号。

在加入甲骨文之前，库里安曾在麦肯锡咨询公司担任顾
问，为软件、电信和金融服务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库里安
于1996年加入甲骨文，担任公司产品管理和开发职位。同时
他也是公司电子商务部门的副总裁，负责将甲骨文转化为电
子商务公司。不久，库里安又担任甲骨文应用程序服务器的
开发和交付工作。应用服务器软件成为公司增长最快的业
务，这与库里安的领导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作为产品开发总裁，库里安负责管理甲骨文3000多个产
品的开发工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2010年美国
薪酬最高的人中，托马斯·库里安位列第18。2018年9月，库
里安宣布辞去甲骨文产品开发总裁的职务。同年11月，库里
安加入谷歌云，并于今年初担任谷歌云服务部门首席执行
官。分析人士称：“我们相信，库里安是将谷歌提升到下一个
水平的合适人选，他在为大型企业提供战略技术方面享有盛
誉。他是硅谷顶尖的科技高管之一”。

过去提到“网红”，人们
往往会将它与“凤姐”“犀利
哥”等人物联系到一起，成为
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
随着人们的生活与互联网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一批拥有扎实
功底和渊博知识的人已经悄然
走进社会公众的视野。

不久前，国产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 热映。在其票房
一路走高的同时，各种声音此
起彼伏。人们注意到，很多网
友摇身一变，成为了“科学
家”“小说家”，比如知乎网友

“狐狸先生”就告诉大家“物
理学基本定律尚未阻止人类带
着地球脱离太阳系”“地球在
逃亡的旅途靠近木星主要是为
了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来
进行加速”，而网友“李松
蔚”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

《流浪地球》 为何引发了轰动
效应……这些网友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知识网红”。

科普专业知识、分享生活
经验……当前，随着社会公众
对精细化的信息服务需求越来
越高，“知识网红”们纷纷推
陈出新，使用简洁而高效的语
言，采用图片、漫画、视频等
生动清晰的形式，为网友奉上
更加精细、多元的知识养分。

有“知识网红”表示，社会从来不缺乏掌握知识
的人，但公众需要自己能看得懂的知识。

可以肯定的是，“知识网红”的崛起，有助于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比如华中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戴建业，凭借对古诗词的独到见解
以及接地气的授课方式，在抖音短视频上成为网
红教授；而复旦大学哲学教授陈果则将妙语连珠
的思修课拍成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专
家表示，教育也是一种社交，被教育者在优质内
容的熏陶下，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也会得
到升级。当前，越来越多的网民价值观念正在发
生变化，他们有意识地将互联网作为自身学习和
解决问题的场所。只有当更多的人去关注、尊
重、创造知识，互联网中存在的不良内容才会逐
渐消失。

当然，对于“知识网红”，人们不能仅仅满足
于享受其带来的好处，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监管。
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知识服务，更好满足消费者
学习成长的诉求，同时也让知识生产者更好地获
得收益，构建良性的知识变现体系。另一方面，
更要以此为契机，在全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的意
识，提高社会公众自我学习的能力。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外卖要让人吃得更放心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拿起手机，轻轻一点，多种美食不用多久便能送到家门……网络订餐市场的迅速发展无疑

重塑了公众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外卖如何吃得健康、放心，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近日，为进一步深化网络订餐市场的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包括美

团点评、饿了么在内的5家网络订餐平台企业，要求各平台要把好入网审查关，及时处置违法

违规入网店铺，为消费者的外卖用餐安全守好防线。一道舌尖上的外卖安全“防火墙”，在多

方合力之下，正在不断筑牢。

打开微博浏览最新政务信息，进入微信公众号一键办理业务，在社交平台上与官方账号互动

交流，观看政府部门发布的执法短视频……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下称 《意

见》） 指出，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大力推进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持续提升

政府网上履职能力，努力建设利企便民、亮点纷呈、人民满意的“指尖上的网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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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里安：

顶尖的科技高管
海外网 周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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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务新媒体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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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湖北省武汉市向外卖商家免费发放
首批 250 万个“食安封签”，作为保障外卖餐饮的“安
全带”，在顾客收领前不得破损。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2018 年 11月 27日，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教市民扫描二维
码，群众办事实现“手机移动办”。 刘丽强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