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陈薇）五千
年华夏文明孕育了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从
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演变而来的、形式多样的
烹饪方式是老祖先的智慧体现之一。 今天，
记者从《天天向上》节目组据悉，从本周起，
每周五晚10时，《天天向上》 将开启全新主
题———冬日中华美食地理，通过对“蒸”“烤”
“煎”“炸”“煮” 等中华独有的烹饪方式的呈
现，观众足不出户即可“踏遍”祖国河山，从
美食中感悟华夏智慧。

据悉，每期节目中，导演组都会从全国

各地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技艺继承
人， 邀请其到节目现场讲述食物背后的故
事， 在呈现美食观赏性的同时突出人文性。
该节目制片人沈欣表示， 除了全新的创意，
节目中还新增了“公益短片”环节。每期节
目安插一段公益短片，以食物为载体，讲述
暖心故事，传递人间的温暖。她透露，在首
期节目中，将通过一个“包子店老板每天清
晨为环卫工人免费送包子”的小故事，向观
众传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讲述世间人情
的温暖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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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张建造师、结构师、给排水工程师等职
业资格证书出租、挂靠，每年可获得上千甚至
数万元“挂证费”。 近期，住建部、环保部等部委
陆续通报多批违规“挂证”机构与人员，多地也
专项清理整顿职业资格“挂证”现象。

多部门集中处罚“挂证”行为
自10月至11月底，住建部连续发布15份行

政处罚通知，对15名包括注册建造师、建筑师、
结构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证持有者，给予吊销注
册执业证书或撤销注册等处罚。

环保部近期通报对存在环评工程师挂靠
行为的两家环评机构和4名相关人员的查处情
况。 对深圳市景泰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夏
环境科学研究院两家机构的4名环评工程师，
核实属于挂靠人员， 对两家机构限期整改6个
月，4名环评工程师3年内不得作为资质申请时
配备的环评工程师，违规行为记入诚信记录。

据了解，国务院5月份出台《2016年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要
求严肃查处职业资格“挂证”“助考”等行为。

吉林省政府督查室10月发出通知，对清理
整顿职业资格“挂证”工作开展专项督查。 江苏
省人社厅、省编办、省发改委等11部门从10月
起至11月底在全省全面清理各行业领域资质
资格证书“挂靠”问题，江苏省住建厅10月份一
次性公布455名“一人多证，多单位登记”的人
员，要求立即整改。

“随着社保系统有望在2017年全国实现联
网，将使‘挂证’难度加大。 ”业内人士介绍，当
前各种“挂证”中，资格证借给挂靠企业注册，
而持证者社保仍由实际工作单位缴纳，因此通
过社保系统查询企业在职人员，就能及时比对
持证者的实际工作单位与注册单位是否一致。

重点整治后仍有漏洞可钻
记者调查发现，在各部门、各地重点整治

的背景下，网络上各种职业资格证挂靠中介仍
然猖獗。 记者在一家名为“无忧挂靠”网站上发
现，个人挂证、企业聘证需求旺盛。 一位已取得
一级消防工程师证的个人寻合作，开出的价码
是挂证三年至少15万元。

记者以企业需要一级建造师证为由，联系
济南一家办理挂靠的咨询公司。 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是纯挂证申报或维护资质，价格在每
年1.5万元至1.8万元不等；如果要投标挂项目，
费用则需要根据具体项目来谈，若需要持证者
到现场的话，还得支付出场费、误工费等。

业内人士介绍，利用“挂证”赚外快在业内早
已不是新鲜事，在建筑、环保、水利等领域尤为常
见。一方面，建筑、环保企业在申报相应资质或参
与工程项目投标时，均要求企业拥有数量不等的
相关持证员工，或安排有相应职业资格证员工负
责项目实施；另一方面，建造师、环评师考试通过
难度大，全国范围内持证人数有限。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不断
加大对于挂靠证照的监管、查处力度，但仍有
一些漏洞与应对方法可以继续“安全挂证”。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环评领域，有人专门
为大型环评项目成立一个公司挂靠资质，项目
完成后就把公司注销。 这样一锤子买卖即使出
现问题，也找不到编写环评的相关责任人。

“挂证”造成安全隐患
一些受访业内人士介绍，建造师、结构师、

环评师等属于准入类职业资格证，一些持证者
将资格证挂靠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将给
其参与的工程项目增加不稳定风险因素。

住建部今年3月公布的一份处罚通知显示，
2014年底， 北京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馆及
宿舍楼工程工地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4人受
伤。 清华附中工程项目备案项目经理叶耀东，此
前已被企业安排至另一家体育馆工程担任项目
执行经理，仍未拒绝使用其项目经理资格参与清
华附中工程招投标。 经过听证，住建部决定吊销
叶耀东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表示，一些职能
部门在企业资质体系设置、项目招标要求等方
面，对相关持证人员指标要求设置过高。 这不
仅使一些有实力、有特色的中小企业被排除在
外，一定程度上也在助推“挂证”市场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
山鹰表示，根治“挂证”乱象，需要加强信息连通，
实现职业资格证与社保、 纳税等信息的无缝比
对，加大对违规“挂证”的查处、惩戒力度，提高违
法违规成本。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邓崛峰
王学成 记者 左丹）12月5日，是第31个国际
志愿者日。 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传来喜讯，湖南推送的长沙理工大学
“文化摆渡者” 汉语文化国际推广志愿服务
计划等8个项目获金奖。

本次大赛全国38个省级赛会单位共申
报项目4049个，504个优秀项目入围全国决

赛，100个项目获金奖。湖南推送的16个项目
获8个金奖，分别是“文化摆渡者”汉语文化
国际推广志愿服务计划、憨儿乐茶物语助力
智障人士公益创业项目、“七色彩虹桥”关爱
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复礼兴乐留住乡
愁———乡村文化复兴项目、大手拉小手共筑
中国梦环保志愿服务项目、水育潇湘节水护
水志愿服务项目、城步苗绣带领农村留守妇
女“巧手脱贫”创新创业公益项目、情暖高墙

关爱未来关爱服刑人员事实孤儿项目等。
长沙理工大学“文化摆渡者”是该校外

国语学院学生于2008年组建的致力于向该
校国际留学生、交换生和孔子学院学生推广
汉语文化的志愿者团队，已在非洲、中东欧
产生良好的反响，利比里亚总统、黑山共和
国总理等多次接见团队志愿者， 利比里亚、
黑山、马其顿等国家主流媒体多次报道“文
化摆渡者”们的工作。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湖南喜获8个金奖 一纸证书
年获上千元“挂证费”
———职业资格证违规挂靠乱象治理追踪

湖南再添122项
省级“非遗”
省级“非遗”项目总数达324项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陈薇）
日前，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四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名录，共
122项。至此，加上已经公布的前3批名
录，我省省级“非遗”名录项目总数达
324项。

2015年，省文化厅启动第四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
作。根据《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要求，省文化厅
组织专家对全省14个市州及省直有关
单位申报的182个项目进行了审议，对
推荐项目进行两轮公示之后，经提交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审
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最终确定第四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3项、扩展
名录项目39项。

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陈友材介绍，
与前3批省级“非遗”项目相比，本次评
审通过的“非遗”项目具有数量多、门类
广、质量高等特点。尤其是一些名不见
经传的传统技艺，如“坛下乡铜锣传统
制作技艺”“湘西苗锦芭排技艺”“瑶族
织锦”， 制作出来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观
赏性和艺术性， 让评审专家惊叹不已。
此外，一些传统民俗的项目申报得到重
视，如苗族“中元节”安仁“龙灯会”靖州

“飞山信俗”等。土家族“蛇伤疗法”也成
功入选。

中华美食烹饪技艺继承人将亮相《天天向上》

携手抗艾 重在预防
12月6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商贸广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为市民服务。当天，该中

心开展“携手抗艾，重在预防”宣传活动，提高市民对艾滋病防治常识的认识和了解。 尹序平 摄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