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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新增万亿城市：
“北上广深”之外的新选择
近些年，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迷
区经济生态的生长方向。
恋特大城市了，而宁愿选择回到离家
不断增多的万亿城市，也进一步
更近的万亿城市。一些进入万亿俱乐
说明，经济发展的速度动力源，正逐步
部名单的城市，每年吸引人才的数量
在“北上广深”之外的一些城市出现。
都在不断上升。
这样的动力源，其实从这些年一些地
岁末年初，中国万亿 GDP 城市俱
方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就能看得很清
乐部再次纳新。江苏省无锡市政府 1
晰，它往往意味着：更宽松的人才户籍
月 7 日宣布，预计 2017 年全市实现地
政策、具有相当吸引力的人才优待措
施、
简政放权的进一步落地、
更多的国
区生产总值 10500 亿元，此前的 1 月 2
日，湖南省长沙市政府也宣布，地区生
家级特区成立，政策、资源的倾斜，使
产总值超过 1 万亿元。
得这些城市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据统计，加上无锡和长沙，中国
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与规模化人口
GDP 超过 1 万亿的城市已达到了 14
集聚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个。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 GDP 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城
量都已迈过 2 万亿关口。这些年来， 市资源和机会的不均等，人们热衷于
中国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其中不
流向特大型城市以分享规模效应的红
仅仅是乡镇向城区的巨大转变，另一
利。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无奈之
大趋势，正是 GDP 破万亿的城市呈现
选。所以，
“逃离北上广”这样的话题，
快速递增的趋势。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舆论场朋友圈发
对 于 一 座 城 市 来 说 ，GDP 破 万
酵。许多人之所以怀抱乡愁却又无法
亿，意味着城市的影响力有了质的提 “说走就走”，无非是因为特大城市拥
升，并正在成为区域经济重心之一，拥
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而这在小型
有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数
城市是很难获得的。于是，在未来发
据显示，2016 年前 14 个万亿城市 GDP
展的机会需求面前，眼前生活品质的
总量约为 218786.55 亿元，已约占全国
考量被暂且搁置。
经济总量的 29.4%。而这一部分头部
不过，如今万亿城市的不断增多，
城市的崛起，其影响力也潜移默化地
也就意味着，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改变着区域人口流动的趋势，乃至地
而我国城镇化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也

在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实际上，近些年，许多年轻人已经
不再迷恋特大城市了，而宁愿选择回
到离家更近的万亿城市。一些进入万
亿俱乐部名单的城市，它们每年吸引
人才的数量都在不断的上升。某招聘
网站的数据显示，在人才净流入率上，
一些万亿城市，比如杭州和成都，已经
名列全国前三之列。
而且，一些被人称为“二线”的万
亿城市，也正在承接许多新兴的技术
产业，成为技术革新的排头兵。比如
在杭州，支付应用和网购模式从这里
出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而成
都、
苏州、
南京、
武汉，也是数字化转型
中的佼佼者。
更多机会、更宜居、更开放，让这
些新的万亿城市，拥有了更大的吸引
力。这也使得它们在成为区域经济翘
楚的同时，进一步减轻了特大型城市
的焦虑与矛盾。
当互联网把信息不对称抹平，
当高
铁把城市与城市、
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距
离，
物流的距离和人口流动的距离不断
压缩，
当万亿城市越来越多，
可以想象，
未来它们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想
象空间，
也给人们在北上广深之外提供
更多的美好生活选择可能。 （沸雪）

职工有话

否定职业打假不妨鼓励职业举报
职业打假人江小华（化名）带着公
证 员 购 买 10 箱 茅 台 ，总 价 为 5.7 万
元。后经厂家鉴定，上述茅台酒为假
冒产品。江小华随即将商家诉至法
院，要求返还购物款 5.7 万元，10 倍赔
偿 57 万元，承担公证费。法院审理后
认为，购买者为职业打假人而非消费
者，故判决被告退还货款 5.7 万元，支
付公证费 2500 元，驳回原告 10 倍索赔
诉求。购买者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
职业打假人以法院为工具，浪费司法
资源，
驳回其上诉，
维持原判。
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带来的争议
可谓不小，有些职业打假人的确在一
定意义上浪费了行政、
司法资源，又没
有起到净化商品市场的作用。因而，
否定职业打假人的索赔有一定道理，
但不宜忽视其存在的客观意义。全盘
否定职业打假人，不妨为其打开另外
一扇窗，
变职业打假为职业举报。
职业打假人的群体兴起，
主要源于
商品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
以及普

通商品假一赔三、
食品药品假一赔十的
规定。特别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特
定情形下，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知
假买假的，
仍可获得赔偿。这激起了打
假者的热情，
并导致职业打假人群体越
来越大。但遗憾的是，
市场上的假冒伪
劣产品并未因此得到明显遏制，
消费环
境也未得到显著改善。
主要原因在于，基于成本、技术、
专业性等打假难度考量，职业打假人
更愿意投机取巧，揪住广告语、
标签等
细枝末节问题索赔牟利，而非是针对
产品质量问题进行的打假。从这方面
讲，职业打假人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净
化市场”作用。正因如此，这个群体也
渐渐失去了信赖他们的“群众基础”和
诉求被支持的法理支撑。
如新闻报道中带着公证员购买
10 箱茅台的职业打假人，显然带有明
显的牟利性、
经营性，驳回以知假买假
为业的“经营者”的 10 倍赔偿诉求，不
存在法理障碍。

但是，也不能因此一味抹杀职业
打假的特殊意义。消费者与商家的博
弈本来就不对等，购买到假冒伪劣产
品的消费者往往受限于技术、
时间、
金
钱等因素，大多不和商家较真。而职
业打假客观上提高了商家的违法成
本。因此，正是因为职业打假具有存
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上否定职业打假的时候，不妨
将其作为类似于“赏金猎人”的职业举
报人对待。
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划定职业举
报人的行为和业务边界，如规定其仅
可在商品质量问题和明显欺诈问题方
面，享有假一赔十的索赔权或有偿举
报权。要推动其转型发展，如令其指
导普通消费者索赔，为监管部门提供
线索，帮助正规商家打假等。其实，在
食品药品和环保领域，相关部门已经
出台了重奖举报人的制度，期待在打
假方面，职业举报人的相关制度也能
跟上。
（史洪举）

独生子女带薪护理
让尽孝之路更宽广

新闻：父母年满 60 周岁以上，独生子女有 15
天带薪护理假，日前，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公
布《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明
确多种假期的落实，
将于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点评：在社会化养老资源不足、成本高下不
一的大环境下，带薪护理具有多重意义。一则，
此举体现了尽孝爱老的传统文明美德。二则，在
带薪休假执行不力，法定假日又存在时间短、弹
性弱的限定条件下，为子女回家尽孝创造了条
件。而如今有了政策性时间保障，也能起到必要
的相关道德约束。

让外卖小哥扔垃圾
你真把自己当上帝了？

新闻：1 月 8 日，一男子在外卖小哥送餐后，让
外卖小哥帮忙把垃圾带出去扔了，小哥不愿意，
于是就挨了打，
嘴都被打出血了。
点评：
请外卖小哥帮忙扔垃圾，
这个要求本身
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当小哥明确表示自己赶时
间，
不能帮带的时候，
为什么要怒呢？每个人都是
这个社会中多种角色的扮演者，
有时是
“上帝”
，
有
时也是如外卖小哥一样的服务者，多点宽容和理
解，
掌握好言行的分寸感，
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未签字先手术彰显医者担当

新闻：1 月 4 日，南京一名 63 岁的老人突然晕
倒。几名医护人员恰好路过，随即展开救援。老
人被送至医院，急需手术治疗，可家属无法及时
赶到医院签字。接诊医生作出决定：先行对老人
进行手术，
并表示
“所有责任由我来承担”。
点评：并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面对未签字
的情形，都能“挺身而出”。也因此，最高法曾发
布《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用法律为这份“担当”保驾护航，
让生命至上理念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