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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能让“卧底”做到二把手的是个啥企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张泰来

央视3·15晚会，一众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手段、企业被曝光，相
关新闻刷屏，其中有一条关于卧
底记者的新闻获得网友广泛关
注。据新闻报道，央视卧底记者

“老K”为揭露某二手汽车交易平
台欺骗消费者黑幕，以销售身份

应聘进入该公司，为了方便取证，
更好获取内部信息，“一着急、一
努力”从普通职工做到了公司的
二把手，顺利完成了取证工作。

卧底揭黑是一名记者新闻理
想的高度体现，每一个敢于卧底
揭黑的记者都代表着媒体的“良
心”，都值得尊敬。关注“卧底”记
者为获取证据在卧底企业做到二
把手的新闻，首先要关注的点就
是“卧底”记者的敬业、执着，正是
由于他的艰苦付出，二手车交易
平台隐藏的黑幕才得以曝光，众
多的消费者也因此免受欺骗。

这个新闻值得关注的还有这
家被“卧底”的企业。一家企业能让

一个“卧底”做到二把手，这会是一
家什么样的企业呢？收集梳理现有
新闻报道，并没有发现关于这家企
业的详细报道，只知道是一家从事
二手车交易的平台企业，甚至连其
名称、地址都不明了。即便如此，依
旧可以根据现有新闻报道给这家
企业做一个画像。

首先，这是一家功利指向的企
业，企业内部文化崇尚急功近利，
一切向钱看。“卧底”通常针对具体
黑幕，行动有很强的指向性，一旦
获取相应证据，记者会立刻找机会
抽身而去。因此，“卧底”的时间一
般不会特别长。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只因业务量的增长，就能让一

个“卧底”从门外汉上升至二把手，
这家企业的功利指向昭然若揭。

其次，这是一家管理混乱，没
有章程没有体系的企业。据报道，

“老K”以销售身份应聘入职。梳理
现有关于暗访的新闻报道，多数记
者都是以业务员、销售等身份混入
企业。对于暗访记者来说，打入“敌
人”内部并不难。这些企业没有规
范的人事管理制度，招聘随意，连
正常的体检、面试等等都一概忽
略。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也没有
相应的规范，人事提拔、任命往往
是一把手一句话，随意性很强。

第三，这是一家没有愿景，也
注定没有明天的企业。一家企业之

所以如此随意，根本原因在于它从
根子上就没有企业愿景，它的存在
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其最高的原
则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其企业文化
就是投机文化，只要能赚来钱，即
便是违法的手段也无所谓。这样的
企业跟社会责任无关，与企业家精
神绝缘。

一家企业，只有顺应社会大
势，与国家与民族保持同频共
振，积极顺应发展潮流，在解决
社会问题中寻找发展壮大机会，
才能获得长足发展。笔者断言，
即便没有“老K”，这家能让“卧
底”做到二把手的企业也注定没
有明天。

曹记群是济宁市嘉祥县梁宝寺镇曹
垓村村民，年轻时因为多种眼部疾病导
致视力二级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但是他与妻子王雪兰乐观坚强，积极面
对生活，抚养一对儿女双双考入大学。
为帮助曹记群一家人减轻生活的压力，
3月10日下午，山东福彩“为福添彩”
公益救助团队为他们送来3000元救助
金，鼓励他们迈过难关，继续弘扬正能
量。

“从孩子刚会跑那会，我的眼睛就
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曹记群说，当时
他只有33岁，本来承担家庭“顶梁柱”
角色的他，因为眼疾不得不依靠妻子照
顾。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也为了方
便照顾丈夫和孩子，王雪兰既主内，也

主外，“去地里帮着人家干点农活，打
打零工。”她说，“多的时候一天能挣
80到100，少的时候就只有30块钱。”

梁宝寺镇政府工作人员曹景成介
绍，曹记群一家的4亩土地已经流转，
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低保、土地流转
租金和王雪兰打零工的收入。“去年7
月，他们的儿子考入山东职业学院，学
费和生活费都很难筹措。”曹景成说，
“曹记群的眼疾需要常年吃药，支出很
大，所以在孩子上学方面，我们就帮助
他申请了国家的‘雨露计划’，减轻他
们夫妻俩的生活负担。”

2020年10月，省委选派“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进驻济宁市嘉
祥县。在对各村进行走访摸底的过程

中，工作队了解到曹记群一家的情况，
并与山东省福彩中心取得联系，为曹记
群申请“为福添彩”救助金。3月10日
下午，济宁市福彩中心副主任徐建瓴为
曹记群一家人送来3000元“为福添彩”
救助金。“希望你们继续保持乐观坚强
的心态，孩子考上大学了，以后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据悉，“为福添彩”公益救助是山
东省福彩中心2016年起开展的面向全省
困难且具有正能量人士的救助活动，以
给予“救助金”“慰问金”的形式向受
助对象提供经济帮助，助其克服生活困
难，弘扬福彩宗旨。截至目前，该活动
已累计救助经济困难人士160余人。

(文/刘通 图/王晨鹏)

多方合力伸援手 “为福添彩”暖人心

山东福彩为自强一家人送来温暖救助

春暖花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朝气蓬
勃，伴随着春天的到来，福彩以春色桃花为
主题的即开型彩票“十里桃花”火热上
市，而就在刚刚上市不久，泰安彩友就收
获了一枚“十里桃花”的一等奖。

据检索，中奖彩票出自于泰安市宁阳
县37092175号福彩销售站，彩站韩站长得
知中奖消息非常激动：“当时看到中奖彩
票的时候，我比中奖彩友还激动呢，新票
刚刚上市就中出了大奖啊！”

3月15日上午，中奖彩友刘先生(化姓)
和自己的家人一同来到泰安市福彩中心领
奖。

刘先生激动地说：“头一次中得这么
大的奖，真是非常激动啊。”据刘先生描
述 ， 3 月 1 2 日 午 饭 后 出 来 散 步 ， 路 过
37092175号福彩站，便想着进去试试手

气。走进福彩站里，看到展示柜里琳琅满
目各色各样的刮刮乐十分夺目，于是便走
上前去让韩站长为其推荐一款。韩站长说
道：“这‘十里桃花’刚刚上市，才来的
新票，还没来得及拆封，您是头一个，要
不要尝个鲜？”

于是，刘先生拿了10张“十里桃花”刮
刮乐，一连刮了5张，一张中奖彩票都没有，
刘先生有些兴奋，说道：“这还是我头一次连
刮5张一分钱都没刮出来，后边一定有个大
奖，难道会是个一万的吗……”

刘先生又刮了4张还是没有奖，刘先生
有些慌了，刘先生说：“当时手里只有一张未
刮开的彩票，我就翻来覆去地看刮开的九张
彩票，是不是中奖了我没看到啊？”

反复看了几遍之后，确认前9张一张奖
也没有之后，刘先生把手里最后一张彩票拿

到面前，心想：“出门就带了100元，如果这张
再不出奖，也没办法，只能回家了。”

刘先生抱着最后一试的心态，刮开了第
10张。前两个玩法区依然没有中奖，就在刘
先生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刮开第三个玩法
区的第一个数字，“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
完全相同，刘先生小心翼翼地刮开下面的中
奖额，心里默默念叨“一万块，一万块。”刘先
生刮开一看，这哪是一万块，这分明是头奖
180000元啊！

拿着中奖彩票的刘先生激动得不知所
措，站长也高兴地走过来祝贺刘先生，让刘
先生尽快到泰安市福彩中心领奖。

领到奖金的刘先生及家人都非常高兴，
大家都表示，会继续支持福利事业，并会让
更多的人了解福彩、喜欢福彩。

(孔令琛)

刮刮乐新票开门红！“十里桃花”18万头奖现身啦

“为福添彩”公益救助团队为曹记群(左二)

一家送来救助金。

真该给忙乱的“电子警察”查查体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王学钧

今年两会期间，韩德云代表
防止滥设滥用“电子警察”的建议
引发了不少人的围观。这场围观
至今都没有散去。近日，河南商报
记者对“电子警察”运行状况进行
了多方走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滥设滥用“电子警察”既是管理失
范的一种表现，也是管理失范的
一个结果。

作为一种非现场执法方式，
“电子警察”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实时拍
摄记录，并依据拍摄记录对违法
者实施处罚，不仅能够缓解警力

不足问题，还能加大对超速驾驶、
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有效抑制机动车驾驶员
的违法行为。正因为如此，最近这
些年，“电子警察”在全国各地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电子警察”管
理失范的问题也凸显出来。有些地
方在有关道路交通状况本身不够
合理的情况下，不做必要调查论证
就匆忙安装电子监控设施，导致

“电子警察”过多过密，不仅增加司
机的出行成本，还偏离了保障道路
畅通的执法宗旨。有些地方的“电
子警察”更是离谱。有的故意在部
分平整、空旷道路规定较低的最高
时速，有的故意把监控设备安装在

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危险路段，
有的在同一道路上设置多个限速
规定，有的在道路畅通时无端改变
车辆行车道设置，如此等等。“电子
警察”的滥设滥用让大量司机在不
知不觉中陷入被处罚的境地，引发
了不少人对处罚正当性与罚款动
机的质疑。强化顶层设计，以更明
确、更具刚性的制度安排，从国家
层面统一规范各地设置使用“电子
警察”标准，已是“电子警察”规范
化、制度化的必然要求。

“电子警察”滥设滥用的背
后，往往不乏某些不当“操作”的
影子，这突出表现在对中标企业
的过度授权。通常情况下，安装

“电子警察”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完成的，先根据既定规划进
行公开招标，再由中标企业具体
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地
方对招投标环节缺少严格的监
管，有意无意让某些并不够优秀
的企业中了标。在完成招投标之
后，相关部门为了“省事”，便将整
个“电子警察”项目的设计、安装、
运维等各个环节全部交到中标企
业手中。而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当
地政府财政的压力，一些地方还
会选择让中标企业先垫资建设，
再在协定的期限内通过抓拍交通
违法的罚款来抵消。

这样一来，有些地方滥设滥用
“电子警察”，急吼吼地通过抓拍违
章“寻找”罚款，似乎就成了一件“情

理”之中的事。虽说随着各地经济的
发展，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地方已经

“过时”，但是在某些地方，“后遗症”
恐怕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个别
地方，说不定还在大行其道呢。

真该给忙乱的“电子警察”
查查体了。由国家有关部门主
导，组织力量，在设立合理评价
体系的基础上，对各地的“电子
警察”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评
估。各地的“电子警察”在多大程
度上被滥设滥用，滥设滥用的原因
何在，相关罚款究竟有多少，是如
何使用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
有个明确合理的说法。这是为“电
子警察”纠偏的题中之义，也是维
护交管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由国家有关部门主导，组织力量，在设立合理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各地的“电子警察”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评估。
各地的“电子警察”在多大程度上被滥设滥用，滥设滥用的原因何在，相关罚款究竟有多少，是如何使用的，诸如此类类的
问题都应该有个明确合理的说法。这是为“电子警察”纠偏的题中之义，也是维护交管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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