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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热浪袭人。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

益保障。送清凉、发津贴、强保障，各地正多措并举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呵护酷暑中的劳动者。

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热浪来袭的
同时也催热了“夏日经济”。消暑类家电、家
居用品等“清凉商品”走俏消费市场；多地夜
市步行街烟火气升腾……

“天气热了，就喜欢在家自制点冷饮，冰
爽解暑。”北京市民李女士近日在某闪购平台
订购了一台制冰机，1小时即时送货上门的

“清凉体验”让她感到十分满意。

京东数据显示，近期风扇、冰箱、空调等制
冷降温类电器销量激增，进入6月以来，京东家
电空调销售额环比增长超400％，具备“送风、
加湿、净化空气”三合一功能的冷风扇销售额
大幅提升；苏宁易购百货数据显示，7月以来，
冰袖、防晒服、遮阳帽、遮阳伞等商品销量同比
提升超200％。

高温天气下，“线上下单、就近门店发

货”的即时零售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即

时零售、同城零售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在提
振夏日消费的同时，也让实体零售门店通过
线上渠道触达更多客群，促进零售行业加快
线上线下全渠道发展。

暑热难耐，不少人选择在晚上出门逛夜
市、赏夜景，多地“夜经济”逐渐升温。

夜幕降临，在山东济南特色老街芙蓉
街，游人们悠然地脚踏着石板路，品尝着炸
肉串、烤鱿鱼、水果捞等各色美食，亲身体验
各种潮玩、彩绘等项目。“平均每天能卖出五
六百份，忙得手都停不下来。”一家卖烤生蚝
的店主孙梅对记者说。

山东通过开展夜间文旅嘉年华等活动，
鼓励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商城、古街区及旅游
小镇景区等发展文旅“夜经济”；天津启动“津
夜有你·第三届天津夜生活节”，打造夜间消
费新场景，充分挖掘暑期消费潜力；武汉市提
出举办夜间光影秀、美食节、啤酒节、音乐节、
特色演艺等夜间文旅活动……连日来，多地
纷纷出台相关举措，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陈丽芬表示，“夜经济”的回归反映了
中国消费市场的韧性和潜力。鼓励发展“夜
经济”，有利于培育消费热点、提振消费信心
和消费预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 月份，全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降转升，同比增长
3.1％；全国餐饮收入降幅比5月份收窄17.1
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房收入降幅比5月份
大幅收窄。

“总体看，6 月份消费市场呈现加快恢
复势头，但上半年消费市场运行承压，餐饮
收入等增速仍未转正。下阶段，要落实落细
一系列支持市场主体、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促消费相关政
策，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恢复。”国家统计局贸
易外经司司长董礼华说。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安宝军表示，
下半年将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进一
步扩大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等消费，加快推进
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有
序发展，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同时，加快健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改善
优化县域消费渠道。（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只需改装内置一块通信SIM卡，充电宝就能摇身
一变成为“窃听器”“定位器”，随时随地实现远程监听
和精准定位。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这类严重侵犯个
人隐私的“间谍充电宝”在一些电商平台销售。有卖家
表示，这样的充电宝他一天能改装出几十台。

现定现做，可窃听可定位
贵阳的王先生失手将自己的充电宝摔裂后，拿去

找维修师傅检查，发现这个充电宝里竟有一整套窃听
和定位设备。维修师傅说，一旦有人操作，王先生的生
活将被“直播”，令他不寒而栗。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集窃听、定
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充电宝。为逃避监管，不少商家
在销售时玩“文字游戏”，比如把产品称为“位移精灵”

“防盗录荧”；有的使用符号或字母替代敏感字眼，比如
“录＊听＊”“防盗定＊”“定W录Y”。

这类充电宝颜色、款式多样，但大部分具有“远程
监听录音”“精准定位”等功能，价格从300元到600元
不等，在一些电商平台销售。

记者通过闲鱼平台找到一家出售充电宝的店铺，
看到该店铺展示有4款产品。在充电宝销售链接的详
情展示页，记者发现了GPS、定位等字样。当记者表示
想购买这种充电宝后，客服随即使用名为“小黎”的账
号与记者详聊。

“小黎”说，带有定位、窃听等功能的充电宝可以现
定现做，他一天能改装出几十台，价格高低主要取决于
内存大小。

记者以300元的价格从“小黎”手里定做了一台改
装后的充电宝。到货后，记者按照用户使用手册，在手
机上下载了一个名叫“GPS365”的App；用卖家提供的
账号、密码登录后看到，页面有定位、轨迹、电子围栏、
联系人、信息等功能。

记者点开“定位”进行试验，发现可以将充电宝携
带者的运动轨迹清楚地记录下来，即使在地铁、停车场
等地点也不会影响定位的准确性。

“小黎”告诉记者，只要在App里设置“声控语聊到
App”，充电宝周围的声音达到50分贝就会启动录音功
能，并自动传输到手机；也可以把自己手机号添加到
App白名单中，再用该手机号拨打使用手册上提供的
电话号码，充电宝就变成了一个会自动接听的手机。

改装充电宝并不难
记者进一步暗访发现，改装充电宝并不困难。

“小黎”除了自己在电商平台开店外，还有代理商。他
说，一些代理商主要通过电商平台等渠道销售，高的可卖
到每台上千元。“小黎”向记者分享了几家代理商的店铺，
并告知里面的产品均出自他或团队其他成员之手。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联系的商家，大部分允诺可以
定做，还可以选择功能、颜色和样式。“小黎”说，负责改
装的人员需要掌握一些电子维修、仪器电路方面的知
识，不过想学的话也不难。

中国移动贵州公司集客部网能力中心高级产品经
理夏贵军表示，将充电宝改装成“窃听器”“定位器”的
原理和操作相对简单。“只要内置一块通信SIM卡，借
助充电宝里的电池供电，通信SIM卡通过无线信号接
入互联网，再将数据定向传送至指定服务器，使用者用
特定手机App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就能获取通信SIM
卡的精准定位和录音数据。”

其实，除了充电宝，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蓝牙音箱、
插头、打火机等也常常被改装成“定位器”“窃听器”。不
少商家打着“防盗、防老人孩子走丢”等名义进行售卖。

专业人士介绍说，这些充电宝如同“穿着马甲”的
窃听器，只要有电就能随时实现监听和定位，不易被察
觉，这给有关违法案件的查处增加了难度。

重拳出击，维护信息安全
根据公安部3月份的通报，2021年11月以来，公

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等黑色产
业链条行动，已侦破刑事案件160余起，打掉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生产窝点15个，其中就包括将充电宝改装为
定位、窃听等装置的案件。

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记者了解到，目前，GPS定位器这类产品尚未列入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在此基础上增加麦克风收
音等功能也没有相关管理规定，从而形成监管盲区。

四川省成都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军建议，应及时
把容易出问题的电子器材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
录，以强制性的检测与审核做好必要把关，堵上入口环
节的监管漏洞，遏制充电宝窃听等黑产发展势头。

夏贵军表示，对个人而言，此类改装充电宝也可以
用几个简单的办法快速甄别。比如激活充电宝录音功能
时，会存在电磁信号波动，引发信号感应灯发光，所以只
要找来信号感应灯，就能发现问题；另一种方法就是将
充电宝放在开启的有源音箱旁，若音响发出异响，则说
明充电宝内可能安装了窃听定位装置。 （新华社发）

充电宝摇身变“间谍”？
谨防有人借改装窃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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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正午时分，湖北武汉，外卖骑手周振志送
完又一单外卖后，擦了擦汗。因为长时间暴晒，周振
志的额头在头盔边沿形成了明显的肤色分界线。

“天气太热了，要适当休息才行，免得中暑。”
周振志笑着说，“好在现在有很多‘纳凉驿站’可以
去，很方便。”

周振志所说的“纳凉驿站”，是湖北有关部门
联合外卖平台企业等，在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
职工之家等地设置的为骑手们提供免费饮水、消
暑纳凉、图书阅读、手机充电和无线上网的场所。

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
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要充分认识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同配合。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强调，要积极拓展
“司机之家”、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帮扶（服
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功能，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
主要服务对象，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避暑休
息提供便利。

各地纷纷行动，为高温下“逆行”的劳动者送
去一片关爱、一方清凉。

重庆两江新区建立的“劳动者港湾”成了户外
劳动者的“临时之家”。环卫工人邓享贵告诉记者，
气温升高了，他们就前去吹吹空调，休息一下。

据重庆两江新区市政园林水利管护中心环卫
科科长尹书勇介绍，目前两江新区已建成“劳动者
港湾”55 座，基本能满足户外劳动者“累了能歇
脚、渴了能喝水、饭凉能加热”的需求。

在河北沧州，新华区站东社区户外劳动者驿
站不仅能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每天还有
管理员值班，对于带孩子不方便的劳动者，可以将
孩子放在这里委托照料。

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各级工会已建设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95000余个，投入资金近12亿元。

社会各界也给予了积极关怀。在江西南昌，记
者走访看到，沿街多家店铺贴出告示，表示可供环
卫工人临时纳凉，并为他们免费提供饮用水和必
要帮助。

休息驿站送清凉 22 33
多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要求相关部门指导和

督促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户
外工作时间，尽量避开酷热时段作业。记者采访了
解到，多地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生产特点进行了适
时调整。

东莞地铁1号线大朗西站的钢筋绑扎作业现
场，热浪蒸腾。“入伏后，钢筋温度常常能达到五
六十摄氏度，工人们戴上防护手套也会烫手。”中
铁十九局项目经理宋晓峰表示，施工大干的时候，
现场有上百名工人坚守岗位，如何保障他们健康
安全是工作的一大重点。

针对近日连续高温天气，项目部进行错峰调
整，让工人们一天三班倒，缩短连续作业时间，避
开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最热时段。施工现场
还配置了休息茶水间，每天定时提供消暑物品。

午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停机坪，地表温度已
逼近65摄氏度。一架入境货机的舷梯旁，飞机监
护员韩金铭身穿全套防护服，仔细检查着来往工
作人员的证件，严防无关人员接近飞机。

“过去一个人要全程监护完一架飞机需要近
3 小时，中途不能上厕所、休息，常常只能硬扛
着。”韩金铭说，今年机场方面错峰安排作业时段、
增加换岗频次，缩短了员工露天作业时间。“现在
1个小时左右就有人来接替，轻松了不少。”

除提供防暑降温物品外，新郑机场还加密医
护人员现场高温巡诊频次，全力保障一线员工身
体健康、保证飞行安全。

在浙江金华市义东高速施工现场的一处遮阳
棚内，工人们一边吃西瓜，一边听医生讲解防暑急
救知识。“近期多地有人确诊热射病，于是我们加
大热射病防护知识普及，提高全员安全防范意
识。”中铁十五局集团项目负责人赖门鑫说。

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开展职业健康知识
培训、完善劳动者高温天气作业时突发疾病应急
处置预案……各地用人单位正按照通知要求，落
实好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据新华社电）

合理安排强保障
持续高温天气下，劳动保护和劳动风险防范十

分紧迫。多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要求，要指导和督促
用人单位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及时向符合条件
的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各级人社部门要加强执法
检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依法查处用人单位违法行
为。

2日早上6点半，江苏泰州，电力工人潘灵敏已
在离地面40米的电力线路上忙碌。即便这是一天中
相对凉快的时候，潘灵敏依然感到十分闷热，身穿近
10斤重的密闭防护服，每移动一步都汗如雨下。

“每次上去前都会服用一些公司发的防暑药物。
公司最近将作业时间尽可能安排提早，并从6月份
开始发放每月300元的高温津贴。”潘灵敏说，虽然
辛苦，但是自己及时消除线路故障，让用户的停电时
间少一点，还是很有成就感。

为更好保障高温下作业人员安全，潘灵敏所在
的国网江苏电力近期派专人在现场关注作业人员身
体状态。

3日早上8时，南海东部海域的恩平油田，新油
田接入改造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阳光经海面反
射，格外刺眼炙热，施工人员汗湿的衣服很快被烤
干。

“公司要求我们两个小时必须下来休息一下再
干，并在广东省6至10月份每月高温津贴基础上，额
外增加了一线出海补贴。虽然钱不多，但让我们感受
到了高温下的关怀。”生产操作员刘磊甩了甩脸上的
汗说。

为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近日多地人社部门
发文强调，不能以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充抵高
温津贴，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
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同时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

石家庄市人社局8月1日紧急发文，要求新业态
企业向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
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露天岗位工作和有高温作业
场所用人单位的检查力度。

长沙市人社局部署，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以建
筑、环卫、公交运输、物流等行业为重点，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高温天气防暑降温专项检查。

高温津贴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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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消费 ，有活力

工人在中建五局二公司葛大店幸福城BC区安置房项目现场错时施工。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持续高温天气，中建五局二公司葛大店幸福城BC区安置房项目安排工人错时
施工，并为他们发放防暑饮用品等，合理高效推进民生工程建设进度。 （新华社发）

小朋友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云路改造过后的“青云市集”里留影。近年来，贵州省
贵阳市南明区将青云路纳入夜市“退街入室”规划，在保留城市烟火气息、历史记忆、地域
特点等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为城市“夜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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