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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财政部、 税务总局20
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提高立法公众参与度。

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共19条， 明确了资源税纳税人
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开采矿产品
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矿产品和盐。

关于计征方式和应纳税额，征求意见稿所附《资源
税税目税率表》统一列明了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
属矿产和盐4大类、146个税目。 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征
求意见稿除对个别税目的税率幅度适当调整外， 基本
维持了现行税率确定方式和税率水平。

征求意见稿基本延续了暂行条例和资源税改革政策
规定，明确了4项减免税情形。同时，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关
于对水等征收资源税问题， 认为目前水资源税立法条件
尚不成熟。同时，对森林、草原等其他自然资源征收资源
税的条件还不具备。 国务院可以组织开展水等资源税改
革试点，待立法条件成熟后，再通过法律予以规定。

关于中外合作开采油气资源缴纳资源税问题，征
求意见稿明确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中外合作开采原油、
天然气并缴纳矿区使用费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依
照本法规定缴纳资源税，不再缴纳矿区使用费。

我国就资源税法
公开征求意见

� � � � 11月20日迎来世界儿童日， 记者从民政部获悉，自
2016年11月在全国部署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
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以来至今年11月中旬，全国共帮
助76万名无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落实监护责任人。同时，专
项行动还为17.78万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落户，帮助
1.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 批评教育失职父母90822
人，治安管理处罚282人，依法追究失职父母刑事责任16人，
依法撤销失职父母监护权案例17个。

76万名无人监护
农村留守儿童落实监护责任人

� � � �国务院日前批复， 同意自2018年起， 将每年8月
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 明确具体工作由国家卫
生计生委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均据新华社11月20日电）

明年起每年8月19日
设立为“中国医师节”

� � �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日前派出督导调研组
赴甘肃省对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进行督导调研，提
出具体督导意见。

今年1月至10月，甘肃省检察机关经审查，共批准逮
捕祁连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8件16人； 建议行政执
法机关移送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3件30人，监督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4件15人。

最高检派员督导
甘肃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

� � � �万众憧憬的5G时代， 正向我们走来。
记者从正在举行的第十九届高交会了解
到，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将于2018年迈出
5G商用第一步， 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5G
的大规模商用。

5G是怎样的5G
从1G到4G， 主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

间的沟通，而5G将解决人与人之外的人与
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即万物互联。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中国移
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所长丁
海煜称，5G是一个全新的通讯技术， 这种
通讯技术未来跟人工智能、大数据紧密结
合，会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

记者了解到，5G具有高速率、大容量、
低时延的特性， 这使得5G技术在物联网、
智慧家居、远程服务、外场支援、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领域有了新的应用。

同时，5G接近100%的业务可靠性和超低
功耗、超低成本等特征，意味着未来任何一个

物体都有可能配有无线通信模块， 无线通信
技术也有望成为像电力一样的通用性技术。

与此相对应的，相关产业的适应性升级
已经开始， 中国利用5G机遇在国际通信领
域弯道超车也体现在相关产业的布局上。

丁海煜说：“随着5G技术的快速发展，
中国整个产业界的投入都比4G时代有了
进一步的提高，包括华为、中兴这样的系
统设备商， 包括终端公司比如OPPO、VI-
VO，我们运营商都是和他们一起合作，争
取在整个标准组织里面能够体现我们中
国5G产业的引领作用。”

5G时代到底什么时候来
移动通信技术大规模商用的前提在

于国际标准的制定及统一。 此外，5G也是
全新的网络，面向整个垂直行业，需要各
行各业融合创新，打造生态。

记者了解到， 中国于2016年1月启动了
5G技术试验， 为保证实验工作的顺利开展，
IMT-2020（5G）推进组在北京怀柔规划建

设了30个站的5G外场。在5G第二阶段试验完
成之后，第三阶段试验将于2017年底或2018
年初启动；预计5G第一个标准版本将于2018
年6月完成，完整版本或将于2019年9月完成，
并有望在2020年实现大规模商用。

“从2016年到2018年，我国的5G基础
研发测试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电信广州研
究院移动通信研究所所长王庆杨表示，第一
阶段是5G关联技术试验， 第二阶段是5G技
术方案验证，第三阶段是5G的系统验证。

“目前，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王庆
杨说，“中国电信在前期深度参与了前两
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中国电信参加工信部
组织的测试，同时为了做好配合，进一步
丰富场景，还有更多的试验，计划在6个城
市开展相关的试验。”

这些试验内容包括：5G技术与智慧城
市的核心规划结合， 助力智慧城市的建
设；借助5G的试验推动双创，以及在工业
互联网、 智能制造方面利用5G技术来助
力，还有AR、VR等新的应用。

5G贵不贵
5G的流量之大，速度之快，都超乎想

象。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5G时代的
资费如何？

对此， 丁海煜从技术角度作出了解
释：“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代比一
代的技术先进， 提供的能力越来越强，在
相同速率情况下成本是在降低的。”

“举个例子，4G跟3G相比，在同一个频
谱带宽下，频谱效率提高了3倍，带宽也提升
了，比如从原来WMA5M到现在20M，提升
了4倍。按照摩尔定律，相同芯片的情况下能
提供的能力增加了10倍左右。 芯片不断发
展， 它的处理能力在相同的成本下也在增
强。因此，5G能给用户提供更高的速率，成本
并不会跟速率成等量提升。”他说。

“从单个流量包来讲，资费肯定是下
降的，未来用户用于5G的开支占收入的比
例应该会下降。” 中国联通高级工程师冯
毅表示。 （据新华社深圳11月20日电）

5G商用2018年将迈出第一步

新华简讯

乱象多多
靠租证月入千元、发达地区可翻番

于敏（化名）是江西南昌一家药店的
负责人。在药店每月的支出成本里，除了
要交付房租， 还要付给一名妇产科医生
1200多元的“租证费”。“医生平时不用到
岗，只需开业和监管部门检查时露露面。”
于敏说。

药店租用执业药师证开业、药师“挂
证”不在岗，这在业内已是公开秘密。记者
调查发现，在一些网站、论坛和QQ群，有
关租赁和挂靠药师证的信息有很多，记者
在一家搜索网站输入“药师证挂靠多少
钱”，得到200多万个搜索结果。

甚至有专门网站提供租赁业务。记者
登录一个所谓“聘证”的网站，发现只需简
单注册就能在其“人才库”中联系到药师，
也可以发布“聘证”信息，等待药师“应
聘”。

江西某高校一名考取了执业药师证
的在读博士生告诉记者，租金的高低和当
地的工资水平、风险高低成正比，他的一
个同学把证租给广东地区的药店，相对南
昌每月1000多元的行情要翻一番。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康震说，药店“租证”在全国
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我国现有连锁药店

和单体药店总计45万家左右，而根据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
证中心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注册于
药房的执业药师35万余人，这意味着还难
以实现每家药店至少配备一名执业药师。

隐患重重
患者买药有时就靠销售“一张嘴”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二
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条明确要求，企业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
处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处方审核岗位
的职责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行。

记者随机走访南昌红谷滩新区6家药
店，有4家执业药师均不在岗，“去开会了”

“停车去了”“出去谈事了” ……有两家药
店，柜台上放着“药师不在岗，停止销售处
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牌子，但处方药照

卖不误，也不向患者索取处方。
“销售员当药师，有时感冒药也能吃

死人。”一位药学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因执
业药师缺位致残致亡的时有发生。

2016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曾审理一起案件，河南籍务工人员马某某
感冒发烧， 家人为他在药店购买感冒药，
销售人员没有从医资格，在没有任何处方
情形下，私自售卖处方药，并和禁忌药包
装成口服药剂量销售， 马某某服药后死
亡。司法鉴定认定，马某某因急性过敏反
应导致死亡。法院审理认为，工作人员李
某某不具备药剂师资格，不应根据客人陈
述而自行配药并拆分出售，应对马某某的
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判定药店支付
马某某家属赔偿款48万余元。

药店药师的缺位，还可能加剧抗生素
的滥用。 南昌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夏春华

说， 以当下最常见的病毒性感冒为例，大
部分患者原本无需使用抗生素， 然而，药
店导购经常推荐阿莫西林、头孢等，可能
不对症，还容易导致细菌耐药。“这意味着
患者真正需要时，这些救命药可能失效。”

法网恢恢
治理“租证”乱象还需开对“方子”

针对当前租证乱象，相关部门今年加
大了监管力度，人社部就明确要求，要明
确监管责任，加强联合抽查，启动追责。

全国多省份均出台政策加以整治。有的
推行黑名单制度，将挂名和虚聘的执证药师
纳入黑名单；有的鼓励内部员工举报，最高
可获50万元奖励。

专家同时指出，加强事后监管不可或
缺，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对“药方”，从根本
上解决租证顽疾。

“租证问题的核心在于药店的定位出
现偏差，本应是提供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
场所，现在变成了商业的卖场。”康震说，
定位偏差导致药店没有足够的处方可供
调配， 收入主要依靠推销非处方药品、保
健品维持生存，没有财力请得起全职执业
药师。 夏春华也建议，需各级政府在社会
保障体系中进一步明确社会药房的定位。
同时还应加强立法，规范执业药师的责任
与权利。 （据新华社南昌11月20日电）

� � � � 把证放到药店，按月就能领取一两千元租金；有专门的租赁网站提供租
证交易，甚至衍生出大批只为“租证”而考证的人群……国家规定，新开药店
必须配备执业药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但当
前很多药店只见证件不见人的“影子药师”现象依然存在，且形成了一条药
师租证、药店用证、专业网站牵线搭桥的黑色产业链。

网站牵线搭桥 租证月入千元
———药店药师证租赁黑色产业链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