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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将治理“出租”职业资格证牟利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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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代表选举

新华社消息
针对一

些拥有注册建筑师、 会计

师、 执业药师等资格的人

将职业资格证“出租”出去

牟利的现象，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近

日表示，人社部将治理“挂

证” 乱象作为推动“放管

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并督促推动有关部门加大

整治力度， 同时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这位负责人说， 近年

来，有关部门逐步加大清理

打击“挂证” 行为的力度，

“挂证” 现象得到一定程度

的遏制，但还没有被根治。

首先， 职业资格证书

持有人通过证书挂靠可以

牟利， 企业通过证书挂靠

既能满足资质审查的需

求，又可以节省人工成本。

而一些中介服务机构因为

有利可图积极牵线搭桥，

助推“挂证”升温。

第二， 一些部门过高

设置企业开办、 年检时人

员资格权重条件， 一些不

具备人员条件的企业为取

得资质寻找具有职业资格

人员挂靠，成为“挂证”的

现实需求。

第三，建筑、药品零售

等行业发展较快， 对执业

人员需求较大， 尚未形成

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管

理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

岛，发现、查处证书挂靠违

法行为较为困难。

这位负责人说， 下一

步， 将进一步明确监管责

任，行业主管部门负有“挂

证”监管的主体责任，要针

对本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履行职责，尽快研究提

出根治“挂证”的方案。

同时， 有关部门还将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法律

法规建设， 进一步降低资

格资质门槛、 清理取消与

企业资质相关的行政许可

事项， 并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增加人才有效供给。

此外， 要加强联合抽

查。集中查处一批、曝光一

批，“挂证” 严重的要对当

事人、 当事企业、 违规中

介、主管部门追责，让“挂

证”行为付出代价，形成震

慑。

（徐博）

亲密无间

3月18日，在重

庆动物园，“渝宝”

“渝贝”和“良月”集

体与游客见面。

当日， 重庆动

物园为三只大熊猫

幼崽举办了命名仪

式，分别命名为“渝

宝”“渝贝” 和“良

月”，三只大熊猫集

体亮相， 与游客见

面。“渝宝”“渝贝”

为龙凤胎， 于2016

年 7月 11日出生；

“良月” 于2016年9

月19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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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委组织部了解到，

河北省在对出席党的十九

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

察对象进行听取意见和考

察时发现，有4名考察对象

存在河北省一份“负面清

单” 中所涉及的问题。例

如， 一名企业负责人人选

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履

行劳动合同方面存在问

题，经研究，不列入代表候

选人初步人选。

这份“负面清单”，出自

河北省制定的《党代会代表

人选推荐提名考察审核办

法（试行）》。按照办法要求，

党代会代表人选要严格人

选条件， 突出政治标准，加

强考察审核， 规范产生程

序，切实把好代表人选的政

治关、廉洁关、素质关和结

构关，决不能让不合格的人

提名为代表人选。

其中， 办法明确列出

13种不能推荐为代表人选

的情形， 建立起“负面清

单”制度。“负面清单”列明

的情形包括： 政治上有问

题， 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搞团团伙伙、结党

营私、 拉帮结派、 阳奉阴

违、 各行其是、 妄议中央

的； 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 与敌对势力相勾

结或接受国（境）外组织、

个人参选资助或培训的；

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的。

“负面清单”还包括：因

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组织

处理、纪律处分或被判刑以

及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

调查处理的； 有行贿受贿、

权钱交易行为的；有拉票贿

选或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在身份上弄虚作假或身

份与代表性不一致的；拥有

外国国籍或国（境）外永久

居留权、 长期居留许可的；

法纪意识淡薄、参与或鼓动

群众参加非访、 越级访、对

抗党组织和政府的；信仰宗

教或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宗

教活动的；组织参与非法组

织或会道门、邪教组织活动

的；其他不宜推荐提名为代

表人选的情形。

河北省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 严格代表产

生程序， 充分发扬党内民

主， 扎实组织开展党的十

九大代表人选推荐提名工

作，把加强党的领导、发扬

党内民主、 从严审核把关

贯穿人选产生全过程。突

出政治标准和先进性，细

化代表条件和结构要求，

严把人选政治关、廉洁关；

优化代表结构， 注重推荐

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特别

是工人、 农民和专业技术

人员代表人选。

（齐雷杰）

河北：党代会代表人选涉“负面清单”者概不推荐

上海：食品安全犯罪

将终身禁业

《新民晚报》消息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上海市

食品安全条例》20日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了六方面的

内容， 包括从严落实政府及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责

任，从严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从严落实食品生产经

营主体责任，着力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从严防控食

品安全风险，从严处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其中，“小型

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制”备受关注。上海市食药安

办主任、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表示，将形成供街镇操

作参考的“正面清单” 以及供监管部门和企业警戒的

“负面清单”，划定“不可触碰的底线”。且备案最多不超

过3年，若无法转化为合法经营，必须退出。

而对于网络订餐，将建立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备案制度、细化网络食品经营者许可和信息公示制

度、 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管理责

任。从严规定餐饮配送管理、贮存和运输全程温度监

控制度。

此外，条例明确，上海市建立食品安全违法生产

经营者与相关责任人员重点监管名单制度， 并提出

“行刑衔接”，因食品安全犯罪者将被终身禁业，解决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问题。

（金旻矣）

保健食品可以治百病？

食药监总局：骗人！

新华社消息
保健食品可以“壮阳”“防癌”“治百

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指出，保健食品

是食品的特殊种类，不能代替药品，不能宣传疾病治

疗、预防作用。广大消费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切勿听

信将保健食品比成“灵丹妙药”的虚假夸大宣传。

食药监总局提示， 保健食品不含全面的营养素，

不能代替其他食品，要坚持正常饮食。食药监总局强

调，消费者在购买保健食品时，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索要正规的销售凭据，切忌通过非法的传销和会议销

售等途径购买保健食品。

选购保健食品时，消费者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

健食品标志（小蓝帽）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依据其功

能有针对性地选择， 并按标签说明书的要求食用。相

关产品信息可在食药监总局网站查询。

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要检查保健食品包装上

是否注明生产企业名称及其生产许可证号，生产许可证

号可到企业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网站查询。

食药监总局指出， 消费者发现食品欺诈行为时，

可拨打12331投诉举报电话，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依

法予以严肃查处。

此外，针对湖北、安徽等地个别企业在销售食品

过程中， 涉嫌通过会议营销等方式虚假夸大宣传，声

称所售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问题，食药监

总局17日表示，已立即部署相关省份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迅速组织查处涉事企业和产品。

●审计署3月17日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其中，10个省的部分市县扶贫资
金统筹整合不到位，有2.37亿元扶贫资金闲置。

●有报道称“北京过道学区房可作为入学资格”，日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做出回应表示，北京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
则，“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

●18日傍晚，福建省南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俊波同志在下乡途中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2015年6
月，廖俊波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一句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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