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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香咽的顾客请加wei信”“要
香火因的下单备注”“送yan上门不额外
收费”……近日，多个外卖平台的商家推
出类似宣传语，而“香咽”“香火因”“yan”
都是暗指“香烟”。

国家规定不许在网络售卖香烟，同
时更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制品。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外卖
平台上，不良商家为扩大销量并不认真
核实消费者身份，甚至以各种隐蔽方式
纵容未成年人购买香烟。

利用暗号隐蔽交易，
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外卖买烟

近日，湖南12岁的初中生小鑫在美
团外卖平台点开一家名为“高升超市”的
商家，发现其首页公告里标注“如需
xiangyan请备注”的字样。商家告诉小
鑫，“购买时先下单其他商品，在备注里
写下需要的香烟品牌和数量，费用由骑
手垫付，取货时再支付给骑手。”

小鑫根据商家的提示，买了3瓶啤酒，
并备注“需要一盒某品牌香烟”。大约30
分钟后货送到，骑手没有任何询问，只要求
小鑫支付了10元代购香烟的费用。小鑫
告诉记者，“我们很多同学都是通过外卖平
台买烟，从来没人问过年龄，购买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美团等外卖平台均严
禁商户在平台销售香烟等商品，然而，仍
有一些商家通过不断变换“关键词”等方
式违规售卖香烟。记者在美团、饿了么
等外卖平台输入“香烟”等字眼，搜索商
品结果均显示“抱歉，没有找到相关的商
品和用户”，但若输入“烟酒”等词汇，则
会弹出“烟酒超市”“某某便利店”等。

记者近日在美团外卖平台输入“烟
酒”，出现“美宜佳”“京东便利店”等搜索
结果。点开一家“京东便利店”，其页面
顶栏的公告中备注“如需香咽的顾客请
拨打店铺电话或加wei信”。

在美团、饿了么等多个外卖平台上，

诸如此类利用相似字眼、拼音、谐音、图
片等代替敏感词“烟”的屡见不鲜，且一
般隐藏在商家的公告栏中，例如“香延”

“香咽”“香yan”“xiangyan”等。

外卖跑腿买烟需求量大，
商家与骑手不核实消费者身份

当前，进驻外卖平台的商家类型越
来越多，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各种便利
店、超市也纷纷进驻外卖平台，其中一些
实体店本身是具备售卖香烟资质的。这
些商家是否可以线上售卖香烟？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009年联合发布的
《关于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通告》规定，除烟
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网络交易平

台之外，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都
不得为经营烟草专卖品提供互联网信息
服务。这就意味着，零售商通过外卖平
台销售烟草是违法的。

尽管法律已经明令禁止，但一些商
家依然我行我素。记者询问一家便利店
店员“是否知道不能在网络售烟”，店员
表示“现在外卖跑腿买烟的需求量挺大
的，平台不允许在广告中出现香烟等字
样，我们只好用谐音、拼音规避香烟这个
敏感词。”对于会否核实购买人是不是未
成年，该名店员表示，“我们接单后一般
就默认下单的是成年人。”

而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外卖骑手，更
不会主动核实购买人身份。广州一名骑
手小王告诉记者，平台对骑手的考核是
根据派单量，只要把商品安全送达就
行。“商家装了什么东西那是商家的事，

包装好的商品我也不能打开。即使是代
购香烟，看到收货的是小孩也不会去
管。”小王说。

快递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应如实提
供寄递物品的名称、性质、数量，但随着
跑腿等新兴业务的开展，这些基本要求
难以得到落实。

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执法，
平台表示将加大人工审核力度

“没有门槛的售烟增加了未成年人
接触香烟的机会。”深圳市控烟协会常务
副会长庄润森认为，平台应该进一步加
强对商家的监管，避免未成年人受烟草
侵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
为，外卖平台应及时更新监管审查模式，要
加大对骑手的教育和规范力度，杜绝香烟
类产品的代买代送，对违规者要严厉处罚。

据了解，目前，美团外卖已累计处理
了1.4万余个香烟相关的敏感词，近两年
累计下线商家1.5万多家，处理违规商品
133万多件，近期系统自动识别删除香烟
商品27万多件。美团方面表示将“继续
加大人工审核力度”。

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应建立健全非法网上涉烟交易和信
息发布行为的发现、监督和处置机制，网
络监管部门应当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及时查处、删除相关违法信
息，电子商务网站和交易平台应配合有
关部门对网上销售香烟的商户及时依法
清理，对于屡教不改的应加大处罚力度，
从平台处罚上升到行政处罚，情节严重
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或将面临刑罚。

北京市天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欧卫安建议，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日
常便利店互联网售烟情况的监管力度，
特别是发现违法销售的，要严格执法，追
究违法销售商家的法律责任。

图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西安12月2日电（记者蔺
娟）以“网聚诚信力量 共创信用中国”为主
题的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2日在西安
召开。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和阿里巴
巴、腾讯、京东等31家互联网企业代表共
同启动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
将着力推动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平台经
济领域诚信建设规范化、长效化。

这32家互联网单位在大会上共同发
布《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西安
倡议》，倡导诚信守法经营，坚守法律底线；
加强行业自律，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共建共
治，健全联动机制；促进开放共赢，汇聚发
展动力；厚植诚信文化，擦亮文明底色。努
力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力，共同践行
诚信守法的企业价值。

当日，人民网、新华网等16家网站、平
台共同签署了《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承诺
书》，承诺主动发现谣言、坚决遏制谣言、有
效治理谣言、联动辟除谣言, 自觉接受互
联网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营造风
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32家互联网单位启动平台
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

营造风清气正
网络生态

北京市房山区东瓜地村。村口是石志
利大夫的卫生站。

走进卫生站，20平方米不到的诊室干
净明亮，药品分类摆放、整齐划一。最让人
惊奇的是，石志利仍然用着一个木质老算
盘，算盘有几处断裂，用铁丝固着，敲打起
来仍发出独特脆响。

“这是 1979 年老村医传给我的‘家
当’。”石志利抚摸着算盘说，“这也是村民
们和老村医对我的嘱托，是一份传承也是
一份责任。”

年近六旬的石志利从小患小儿麻痹，
行动十分不便。靠着一根拐杖、一个药箱、
一颗初心，服务村民40载。

“老师，我爬上来了”
“小时候，村里条件差，爸妈背着我去

几十里外看病，我非常心疼他们。”石志利

说，当时就想，要是能在村里看就好了。
高中毕业后，身体的原因让石志利很

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时，有人敲开了他
家的门。

队里决定，派石志利到卫校学习，学成
回来后给乡亲们看病。

“我知道学医对我来说会很难，但我没
有丝毫犹豫。”石志利说。

1978年底，石志利来到卫校。父老乡
亲们捐的钱，解决了他短期的吃住问题，但
每天上课要爬的4层楼梯，像横在他面前
的一座大山。

“老师，让我自己试试吧。”石志利一只
手拽着扶手，一只手拄着拐，艰难攀爬着一
个一个的台阶。

终于，他爬了上来。
“老师佩服你的毅力，但可不只上一次

啊。”“老师我行，我能上来。”……就这样，

石志利“爬”着上完了卫校。

“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您来啦，感冒药吃完没？”一位年轻村

民刚一推帘进门，石志利便大声询问。
“药吃完了大夫，再开一点。”年轻村民

付了钱，拿着药回了家。
“他叫崔鹏，他们祖孙三代人我都给看

过病。”石志利不仅记得全村每一位村民的
名字，也熟悉他们的身体状况。周边村百
姓也会慕名来找他看病。

多年来，石志利还保持着一个习惯：药
箱不离身。

石志利说：“是乡亲们给了我学习和谋
生的机会，我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再为村民服务40年”
几乎成本价售药，全年无休，有求必应

……现在，石志利还为村民们做健康科普讲
座，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开通了健康服务
热线。怎么对村民健康有利，他就怎么做。

“不是买卖问题，是责任问题。”石志利说。
近些年，石志利出诊少了，一方面是村

民健康意识提高了，有不舒服的症状都会
第一时间来看病；另一方面，村民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大一点的病痛开个小汽车直接
去大医院了。

如今，学习新知识成为石志利最渴望
的事。他的书柜各类书籍都有。他还有随
时随地记笔记的习惯，把一些学习感悟记
下来。“我想照顾别人，就要强大自己。”

石志利说，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
“赤脚医生”，他的初心就是用自己的知识
服务村民，做百姓身边的贴心医生，守护村
民健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刘
奕湛）记者2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2019
年1月至10月，未按规定让行、违法超车、
违法会车、违法停车等10类破坏交通规则
的不文明驾驶行为共造成9656人死亡、
58675人受伤，其中，“未按规定让行”一项
造成4661人死亡、27015人受伤。

据介绍，这10类不文明驾驶行为是：
未按规定让行、违法超车、违法会车、违法
倒车、违法变道、违法占道行驶、违法停车、
违法掉头、违法抢行、未保持安全车距。

今年前 10月不文明驾驶
行为致9656人死亡

远离不文明驾驶行为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胡喆）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二级氢氧发动机近日
成功完成高空模拟试验，意味着该型火箭
距明年首飞又近了一步。

据悉，此次试验是为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提供交付发动机的校准试验，主要目的
是校验发动机大喷管并获取“上天”发动机
的性能数据，验证是否达到交付要求。

试验中，发动机完成全部试验程序后
正常关机，试验工艺系统和测试系统工作
正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八号研制团队负责人表示，长
征八号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面对旺盛市场需求，推出的一
款新型火箭，采用组合化、模块化、产
品化设计，以商业化、快捷制造、操作
使用便捷为目标进行设计，在成本和性

能之间做了很好的权衡，使其极具商业
竞争力。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一级继承了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芯二级继承了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三子级状态；太
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达5吨级，地球同步
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达2.8吨；从签署合同到
火箭出厂，履约周期约12个月，发射周期
约为10天。

目前，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已进入产品
生产总装测试阶段，预计投入市场初期年
发射量可达10发以上，后期年产可达20
发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的
改进型后续还计划实现芯一级与助推器整
体垂直回收与重复使用，牵引我国运载火
箭技术新发展，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提高
市场竞争力。

预计明年首飞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二级氢氧
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成功

用暗语隐蔽交易，警惕商家
通过外卖向未成年人“花式”售烟

——“拐杖村医”
石志利40载行医录“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12月2日，一辆试验列车驶过成贵高铁西
溪河大桥。

当日，正在进行联调联试的成贵高铁进入
全线拉通空载模拟运行阶段，试验列车将在成
都到贵阳区间内全线路运行。线路全长650
公里的成贵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为250公里。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成贵高铁开始全线成贵高铁开始全线
拉通空载模拟运行拉通空载模拟运行

据新华社海口12月2日电（记者王
存福）记者从海南省住建厅获悉，该省将于
明年10月1日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单位和个人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
则，依据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收
费标准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
活垃圾收费制度。单位和个人拒绝按标准
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缴
纳，逾期不缴纳的，对单位处应当缴纳的生
活垃圾处理费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最高不超过三万元；对个人处应当缴纳的
生活垃圾处理费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最高不超过一千元。

海南将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

据新华社济南12月2日电（记者王
志）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近日推出
10条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新举措，其中规
定，机动车驾驶人通过手机在线学习交通
安全法律知识所获的“积分”，可用于抵扣
交通违法记分，一个驾驶证记分周期内最
多可积6分。

根据济南交警发布的规定，在一个记
分周期内，济南市机动车驾驶人（准驾车型
C1及以下，非实习期，驾照状态正常），通过
济南交警“泉城行+”手机APP或关注济南
交警微信公众号，参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及相关知识的手机在线学习、答题获得的
积分，可用于抵扣本人名下济南号牌非营
运车辆累积6分及以下的交通违法记分。

济南交警还推出外地车辆“首违免
罚”，即外地来济机动车辆有轻微交通违法
情形，未影响道路通行和造成安全后果的，
民警在现场查处时，对首次违法录入违法
教育系统，只警告、不处罚。

济南新交规：

学习积分
可抵违法记分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施雨
岑）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日发
布“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它们分别是

“不忘初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
檬精”“好嗨哟”“是个狼人”“雨女无瓜”“硬
核”“996”“14亿护旗手”和“断舍离”。

据介绍，“2019年十大网络用语”是基
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网络媒体部
分），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
后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监测语
料库包含了代表性网络论坛、网络新闻、博
客等不同媒体形式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用
数据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使用情况。

专家表示，网络用语的来源及成因多种
多样，但这些词语都具有感染力强、易于传
播使用的特点。透过这十个网络用语，一副
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图跃然纸上。

“2019年度十大
网络用语”公布

爱国情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