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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优化发展环境
□

山东省近日部署开展各类涉企经营服务性收
费规范清理工作，清理重点为行政审批前置中介
服务收费及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其中，清理规范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范围，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收
取的以企业为缴费主体的会费、经营服务性收
费、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其他收费。今年年底前，
山东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会费和其他收费的项目
与标准将集中公示，增加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

监督。(8月10日本报）
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优化实体经济发
展环境，是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深化简政放权的关键内
容。201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出减费降
费措施，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
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 项，地方取消收
费600 项 以 上 。 但 也 要 看 到 ， 目 前 收 费 名 目 较
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突出，其中名目繁多的行
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成为不少企业绕不开的现
实困扰。
单纯就服务会员而言，行业协会商会收取会
员费等费用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这种收
费无论标准如何，都应该建立在成员单位自愿基
础之上。现实中，行业协会商会多与相关行政部

传销致死案
折射网站管理漏洞
□

余明辉

面对北京市网信办与天津市网信办的约谈，
BOSS直聘发出道歉信，
昨日，
表示坚决落实整改
要求，
承担法律和道义的责任。
同时表示，
已经紧
急采取了包括“100%机器+人工审核认证”
“ 组建
求职安全中心”
“建立平台提醒机制”
等三个方面
的举措，以保证求职者安全。不过记者在几家大
型招聘网站上体验发现，
一些网站在审核方面存
在较大漏洞，比如随机编造姓名可通过验证，企
业邮箱可通过淘宝购买，
网传营业执照可通过审
核。
（8月11日
《新京报》
）
对于李文星被骗误入传销组织致死形成的
巨大舆论漩涡，
尤其是这一事件暴露的一些网络
招聘网站管理漏洞，
不管是社会、
应聘者，
尤其是
存在类似漏洞的招聘网站，都应从中吸取教训，
迅速采取行动进行补漏才对。但遗憾的是，事件
发生后，
仍有部分网站对此没有有效重视和真正
堵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
册服务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
即时通讯等服务，
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
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第
四十八条明确，
电子信息发送服务提供者和应用
软件下载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安全管理义务。
同时，
根据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关于“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规定，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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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行业协会商会依托
部门职责和垄断地位，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
缴费，甚至违规向企业收取会议费、赞助费、考
试培训费、自律保证金等五花八门的费用，企业
却只能哑巴吃黄连。行业协会商会伸向企业的
手，已经成为套在企业身上的沉重枷锁。因此，
清理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明确涉企收费项目
和标准清单，无疑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打通简
政放权的“任督二脉”。
同时也不难发现，在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
涉企收费过程中，受益的不只是企业。作为独立
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行业协会商会
本该是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与市场治理的重要支
撑，是联系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
但近些年，针对政府委托授予相应管理职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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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业协会商会却成为乱收费的“重灾区”，行业协
会商会的恶性竞争与诚信失序现象不断涌现。在
这种背景下，对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进行清理
规范，无形中也将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自身的“新
陈 代 谢 ” ——— 鼓 励 优 秀 的 行 业 协 会 商 会 脱 颖 而
出，淘汰“软、懒、散”和服务不到位的协会商
会，让行业协会商会真正回归到服务经济发展的
功能本质上。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改革，是想进一步明确行业协会商会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在政府、市场与行业
协会之间求得善治。相信未来，经过重大体制机
制改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将会涅槃重生，真正成
长为继政府、企业之后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第
三推动力。

画

王风华
害者有权利要求相关网络招聘平台承担相关责
任。
也就是说，对招聘网站进行管理，有现成的
法律法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
在BOSS招聘引发
空前招聘网站存
“挂靠漏洞”
危机的情况下，
还有
一些招聘网站存明显类似漏洞，且不改进，说明
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关于招聘网站的安全管理还
不到位，相关的司法执法也还存在软弱、无力和
空白的地方。道理很简单，如果执法、司法给力，
网络招聘网站一旦存在诸如“挂靠漏洞”和安全
风险，尤其是引发受害者损失时，面临的违法违
规成本巨大，
相关网站还敢如此任由
“挂靠漏洞”
和安全风险存在而不作为吗？
当然，网络招聘网站存在“挂靠漏洞”，不能
一味全怪执法单位不努力不给力，
因为人力物力
等有限，更重要的是执法科技也薄弱。如果执法
科技手段足够，即便人力有限，监管也可能做得
更好；但与此同时，也说明相关的网络招聘网站
在相关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上，还存在科技短板。
而BOSS采取相关手段堵漏，也说明相关堵漏技
术并非没有，
主要看有关网络招聘企业有没有决
心和经验智慧。
总之，
网络招聘网站存在
“挂靠漏
洞”
，
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可采取和应对的措
施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根本上和关键的两条，就
是要通过严格的行政执法、
司法和应用科技来堵
漏——
—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
是加大对行政监管不
力的问责问效。

有一种精神
叫“军人优先”
□

张

弛

8月8日，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 . 0级地
震，造成大的伤亡。地震发生后的救援过程中，有
这样一群人：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危险重重，他们
永远冲在前面！他们是军人、是战士、是最可爱的
人！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叫军人优先。
（8月10
日
《人民日报》
客户端）
根据《国防交通条例》等规定，军人依法享有
优先买票等权利；灾难面前，我们旧词新用，把最
先冲在前面、
不怕牺牲、
英勇救人的军人精神诠释
为“军人优先”。当地震发生后，出现众多“军人优
先”图景：救援官兵突遇一名6岁男孩病重，高烧不
退，已经休克，消防官兵将病重男孩抱上皮卡车，
一边安抚家属一边以最快速度将男孩送往医院救
8月9日，
治；
为确保道路畅通，
成都消防官兵劈石开
路，以方便更多的救援力量进入……这些最先冲
在灾难一线的感人场景，展示了新一代革命军人
有品德、
有勇气的精神风采。
历经90载风雨考验的人民军队精神风貌依旧，
这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国自然灾害多，
和平
时期，
军人完成军事训练科目之余，
抢险救灾成为
一项重要任务，也成为考验军人政治素质军事素
养的
“新战场”
。
这些年，
每逢大灾发生，
军人总是最
先冲锋在前，
牺牲在前，
担当在前，
他们听党指挥，
不负人民重托，
圆满完成了抢险救灾重任。
实践证
明，他们不愧是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
子弟兵。
这种
“优先”
牺牲奉献的军人精神，
是民族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全社会学习，
这对弘扬
社会正气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都具有重要意义。

3万名儿童耳聋
呼唤“量身定制”药物
□

一位杭州某大学医学专业退休副教授花了
4000元购买保健品，回家后觉得商品跟宣传相去
8月3日下午，他提着保健品找商家退货，未
甚远。
料却离奇死亡。
连医学专业退休副教授也深陷保健品陷阱，
普通人更如何招架得住？
退休副教授的家属反映，
现场那些工作人员轮番轰炸，根本不给老人思考
的时间。
更有甚者，
部分保健品公司的员工假借关
心老人，与之建立亲密关系，再将药品成功推销。

截至2015年11月底，
我国共有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
2440件。但出现在市场上的保健品数量显然远超
于此。可以想见，为数众多的保健品是非法产品。
保健食品广告主要由工商部门管理审查，发布前
与食品卫生部门无关；
广告发布后，
卫生部门有权
抽查，
但执法权在工商部门，
消费者协会则主要处
理投诉，
多头管理使得不法企业有机可乘。
为给老
人一个健康、
幸福的晚年，
治理保健品市场势在必
行。
（8月9日
《人民日报》
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潘铎印

近日发布的
《2016年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白
皮书》显示，因用药不当，我国每年约有3万名儿童
耳聋。这一数字表明，儿童用药不当，不仅仅孩子
受到伤害，
也给家庭带来了诸多不幸，
给社会造成
(8月11日央广网)
了沉重负担。
长期以来，
由于成本高、
耗时长、
风险大、
责任
重等原因，制药企业根据儿童特殊体质及需求设
计生产的药品数量极少。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的
3500多个制剂品种中，儿童专用的只有60种，仅占
1 . 7%。
“儿童药不够，
成人药来凑”
，
这就为儿童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埋下安全隐患。
3万名儿童耳聋呼唤“量身定制”药物。国家应
制定和完善儿童用药法规，
建立健全
《儿童基本药
物目录》，建立鼓励儿童药研发、生产的配套政策
措施，简化报批程序，加快儿童药品审评审批，使
儿童药在研发、
转让、
生产、
使用、
销售等环节得到
大力扶持，让制药企业积极地为儿童“量身定制”
药物。同时，要强化药品风险管理，建立儿童药物
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加强监测，
对儿童用量大或儿
童不良反应相对突出的药品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保障儿童用药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