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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华

近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药品
管理法修正草案 。其中 ，强化疫苗监管 ，成
为此次修法的最大看点 。据悉 ，与现行药
品管理法相比 ，修正草案至少新增了六个
“疫苗条款 ”，强化了对疫苗等特殊药品的
监管。

新旧药品管理法在疫苗管理方面的最
大不同，是新法草案将疫苗从药品当中独立
出来。现行药品管理法只在解释“药品”的含
义时，提到了“疫苗”二字。但新法草案将疫
苗“另起一行”，单独列举，在六个新增条款
中专门加以约束。

与其他药品相比，新法草案对疫苗生产
的要求更严，对与疫苗有关的违法行为的处
罚也更严厉。 比如其他药品可以委托生产，

但除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可以委
托的情形外，疫苗不能委托生产。生产、销售
的疫苗属于假药、劣药的，在规定的处罚幅
度内从重处罚，处罚拟从三倍以下的罚款提
至五倍以上十五倍以下。 这意味着企业生
产、销售伪劣疫苗的后果不再是“很严重”，
而是“非常非常严重”，违法者可能要付出倾
家荡产的代价。

之所以新增“疫苗条款”，首先考虑到疫
苗的特殊性。疫苗虽是药品，却是十分特殊
的药品， 普通药品通常影响当时的疗效，但
疫苗造假或质量不过硬，更可能让接种者失
去未来的健康，影响更为持久和深远。不让
疫苗混杂在其他普通药品之中，而是将它拿
出来重点管控，与疫苗的特性有关。

对疫苗重典治乱，也是顺时应势的务实
之举。 近年来发生的影响巨大的药品案件，

很多都与疫苗有关。比如两年前轰动全国的
山东庞氏母女非法经营疫苗案、前不久发生
的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等。疫苗安
全关系到每个家庭， 尤其关系到孩子的健
康。回应民众关切，化解疫苗焦虑，必须强化
疫苗监管。

用法律的刚性约束保证疫苗的安全有
效，符合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方向。过去讲
到健康，大家都比较重视治疗，而如今人们
更注重“治未病”。注射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
效的办法，未来疫苗接种的范围还将不断扩
大。在此背景下，提升疫苗的安全系数，时不
我待。

通过立法进一步筑牢疫苗安全堤坝，可
以看作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具体行动。唯
有最大限度确保疫苗全链条安全，民众方能
安心享受疫苗带来的健康福利。

用法律的刚性约束保证疫苗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李志荣

10月24日， 全省民政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暨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视频会议召
开，落实《湖南省民政厅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和近期省民政厅、省教
育厅、省财政厅等8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在
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精神，进一步做到低保
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加强政策制度衔接，低
保对象和建档立卡对象符合条件互相纳入，
加强社会救助制度与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危
房改造政策衔接。

这两个文件是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
策利器。它们有些什么新内容？记者第一时间
请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进行解读。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分为三类
全省216万尚未脱贫人口中，低保对象大

约60万，且相当一部分是重病重残对象，家庭
情况各异、致贫原因不同、困难程度不一。唐
白玉表示， 为了做到对象认定精准、 保障精
准、帮扶精准，两个文件提出将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对象分为三类：①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家庭无经济收入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帮扶脱
贫的，认定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一类对象；②
将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家庭有一定经济收入
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 认定为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二类对象； ③将一段时间内
有可能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对象， 认定
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三类对象。

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规定，我
省以前主要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没有或者
基本没有经济收入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
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中的低保对象认定
为社会保障兜底对象， 而将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有一定经济收入、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依
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中的低保对象认定为一般社会救助保障对
象。社会保障兜底对象按照农村低保标准全
额发放低保金， 一般社会救助保障对象，按
农村低保标准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差额
发放低保金。

唐白玉指出， 两个文件结合中央对于脱
贫攻坚的指示， 明确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中完
全丧失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或一
段时期内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低保
对象都是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 社会救助
兜底保障一类对象， 按照农村低保标准全额
发放低保金；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二类、三类对

象， 按农村低保标准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
差额发放低保金。

保障对象范围拓展，保障内容增加
唐白玉特别强调了两个文件在政策方面

的新规定新要求。她解释说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拓展了保障对象范围。 在原有政策基础
上，对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重病患者，靠
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一级、 二级重度
残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 三级精神残疾人,�
经个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低保。新
纳入对象要同时符合三个条件： ①属于未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②属于持证的重度残
疾人或享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对象；③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需家
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对象。

二是明确了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
低保审核审批过程中，核算家庭收入时，在原
有政策基础上，提出同时考虑因重残、重病、
教育等刚性支出，并予以适当扣减。主要考虑
三个因素：①对家庭成员因重残、重病等增加
刚性支出， 在本年度内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
费用， 累计超过上年度家庭年收入2倍以上
的，可适当扣减。②对家庭成员因普通高中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全日制学历教
育， 在本年度内刚性支出超过上年度家庭年
收入2倍以上的，可适当扣减。③考虑贫困家
庭必要的就业成本， 在核算家庭收入时可适
当扣减。

三是明确了建立低保渐退机制。 充分发
挥低保的兜底作用，对纳入农村低保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后，
允许不超过一年的渐退期，实现稳定脱贫后
经民政、扶贫部门联合认定核实，退出低保
范围。

“刚性支出怎么定性？”唐白玉回答说，医
疗支出必须是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教
育支出必须是全日制学历教育。

低保与扶贫两项制度衔接更紧
唐白玉还讲到，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

两项制度的有效衔接， 是广大群众特别期盼
的，这次两个文件在这方面进一步作了明确。

一是突出了对象认定互相衔接。 坚持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农村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符合条件，互相纳入”；二是突出了保障政策
相互衔接。 要有效推进基本生活救助与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农村危房改造等政策的衔接
协同，综合解决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三是突出了目标考核相

互衔接。 要妥善处理贫困发生率和农
村低保覆盖面的关系， 两项制度政策
规定不同、认定标准不同，不能简单将
贫困县“摘帽”时允许存在的贫困发生
率2%视为脱贫之后的农村低保覆盖
面。在贫困县整体脱贫摘帽时，允许获
得低保金后家庭收入超过扶贫标准，
又解决了“三保障”问题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的农村低保对象脱贫， 但在其
家庭自主收入未超过低保标准前不能
脱低保。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政策利器

———省民政厅厅长唐白玉解读有关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工作两个文件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王孝忠

近日，《湖南日报》发表了署名“晨风”的
系列评论： 三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读了这些文章，非常振奋。这就是改革，这就
是创新，这就是提神，这就是鼓劲。通过反复
研读，笔者懂得了“稳”是主基调、“进”是关
键词、“好”是总目标。同时，也进一步明白，
面对困难挑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定力比
财富更宝贵。

要实现稳中求进，干部敢于担当非常重
要。 毛主席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没有干部的部署，没有
干部的实干，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就无法
实现。现在确实有极少数干部是“三不”：不
想实干 、不会实干 、不敢实干 。毫不避讳地
说，也有一些干部成了“三混”干部。一是混
位子。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不求有绩，只求
无错；不求担责，只怕追责。二是混日子。领
导不叫不到，领导不喊不动，过着“一杯茶、
一支烟、一个手机看半天”的日子。三是混票
子。百事不想、百事不问、百事不为，只要工
资不少就行了。

出现“三不”“三混”干部，原因是多方面

的。有干部本身素质的问题。这些干部没有
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没有高度自觉的大局
意识，没有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没有无怨
无悔的奉献精神， 没有廉洁自律的道德操
守。对这些干部应该严加教育，屡教不改者
必须淘汰。

当然，除了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也有干
事环境的问题。现在有些单位和地方，不为
担当者担当，不对负责者负责，这使实干者伤
心、胆寒。越是担子重如山，越要爱护挑担人。
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
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才
能更好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让干事创业
的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把干部的积极性充
分调动起来了，我们就一定能做到稳中有进。

敢于担当才能稳中求进

苑广阔

近日，深圳一家“网红咖啡店”在网络上
引起争议。原来，这家咖啡店内有两个角落
装修风格与香港丽思卡尔顿酒店 、日本大
阪万豪酒店高度相似 ，吸引了不少人前往
拍照。

明明是一家咖啡店，但是两个角落的装
修风格却高度模仿著名酒店， 这种做法，确
实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店家如此装
修，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了供顾客拍照发

微信朋友圈用的。 顾客只要花费88元钱，就
可以通过拍摄这样的照片，为自己营造出一
种人在香港或大阪， 还入住豪华酒店的感
觉。难怪不少网友表示，“虚荣心生意做得太
妙了”。

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里，虚荣都被认
为是一种应该严格加以限制的行为。美国经
典影片《魔鬼代言人》就借撒旦之口把虚荣
定义为人类的原罪之一。在我们的通常看法
里，虚荣、攀比、炫耀等词汇也基本全是贬义
词。顾客人在咖啡馆，却拍摄出人在豪华酒

店的照片然后发布到朋友圈，故意引来自己
的微信好友点赞、评论，这背后是过度放纵
虚荣心的问题。

不只如此。顾客在虚荣心的支配下不仅
攀比 、炫耀 ，甚至还不惜弄虚作假 、不讲诚
信。 而商家因为故意纵容顾客的 “好面子”
“讲排场”“兴攀比”，因此成为了“网红咖啡
店”，未来可能延展更多的“虚荣心经济”。这
种恶性循环， 助长的是不受控制的欲望，把
顾客和商家的价值观都扭曲了。

很难想象，当提供这种服务的商家越来
越多，放纵虚荣心弄虚作假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乃至成为一种现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景象。此种“虚荣心经济”值得我们警惕。

“虚荣心经济”值得警惕

袁浩

10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
法》）。遍读该法，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电
商法》的出台是巨大的进步，也是这个倡导
互联网消费的时代最迫切的需求。

这些年，网购的发展一日千里，拥有巨
大的“经济体量”。据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
易平台调查显示，2017年我国电商年交易额
接近30万亿元；2018年上半年， 全国电子商
务交易额为14.91万亿元， 同比增长12.3%。
按照相关预测，即将到来的“双11”产生的快
递包裹量，也将会是近10年来的最高点。

电商产业的发展如日中天，但过程中出
现的包括消费者维权、电子支付、知识产权
保护、 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增长。

遍览《电商法》7章89条，其针对电子商务经
营者、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电子商
务争议解决等作出的详细规定，可谓条条切
中要害。

比方说，微商是近年来新兴的网络交易
模式，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缺
乏信用保证体系 ，进入门槛低 ，无实体店 ，
无营业执照 ，出现消费纠纷后 ，有些微商
直接删除好友或更换账号逃避法律责任 ，
消费者维权困难。《电商法》 明确将微信朋
友圈卖商品纳入管理，为解决此类消费纠纷
立下了规矩。

再如，刷销量、刷好评、删差评等“炒信”
“刷单”行为，为消费者所痛恨。长沙此前就
有一家公司组织3万买手为6000淘宝商家狂
刷好评， 刷一单可获得2毛到6毛不等的佣
金，最后被监管部门查处。《电商法》最新明

确，禁止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
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并要求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
不得删除消费者评价信息。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强化电商平台
责任，是《电商法》一大亮点。《电商法》规定，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
商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
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
消费者损害的 ， 除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外 ，还将被处以最低五万元 ，最高二百万
元的罚款 。这就牵住了 “牛鼻子 ”。目前电
商平台是消费者主要的购物渠道 ，抓住了
平台这个关键环节 ，许多市场纠纷问题可
望迎刃而解。

电商市场需要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而《电商法》确立的各种规则对于保障电商
活动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期待这部即将
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法律，能够真正
成为电商领域不可动摇的“定海神针”。

电商产业将步入“讲规矩”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