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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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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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要加强联合抽查 。 集中查处一
批、 曝光一批， 让 “挂证” 行为
付出代价， 形成震慑。 （3月20
日 《新闻晨报》）

所谓 “挂证”， 主要指把自
己的执业资格证给需要的单位注
册， 单位给予一定报酬， 但本人
并不在该单位工作。 挂证乱象，
不仅违反诚信底线和社会规则，
更是加剧对特定行业的监管难
度， 甚至导致一些安全事故。 因
此， 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发挥大
数据优势， 并强化惩戒力度， 让
“挂证” 双方均得不偿失。

资格证书一般属于行政许可
事项，取得资格证书者，可以从事
特定的活动。显而易见，资格证书
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 是绝对
禁止出租和转让的， 只有持证人

真正地在某个单位工作或从事劳
务， 该单位才能使用其资格证以
达到相应资质或门槛。 对此，《行
政许可法》明确规定，倒卖、出租、
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
许可的，应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遏制“挂证”乱象，首先应提
高违法成本，让“挂证”双方偷鸡
不成蚀把米。出租资格证书，导致
“人证”分离者，显然是恶意使用
资格证书，滥用行政许可。对此，
理当实行暂停或注销资格， 并限
制其一定年限内再次取得相应资
格证书。 如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已
经规定，“挂证”者一经核实，一律
注销注册，3年内不得重新注册。
此外，除罚款外，还应没收违法所
得，不能让“挂证”者从违法行为

中获利。 而对于收买资格证的单
位， 说明其在取得行业资质中有
欺诈行为， 应降低或注销相应资
质，并列入黑名单。

从监管技术上讲， 必须借助
大数据优势， 完善相应资格证书
的注册和管理制度，不给“挂证”
留下操作挪腾空间。 一是应注重
身份证号码的应用， 改变资格证
书中只书写姓名的做法， 将取得
证书者身份证号码书写在证书表
面，提高识别程度，让人清楚地识
别是否属于“挂证”。二是监管部
门应建立强大的数据库， 融合多
种信息，实现精准识别“挂证”行
为。 如住建部正建立 “四库一平
台”，即企业数据库、注册人员数
据库、工程项目数据库、诚信信息
数据库和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

服务平台，以做到互联互通，实现
信息比对，防止“一人多证、多头
注册”。其他部门势必尽快建立相
应数据库， 以身份证号码为依据
实行精准监管。

条件成熟时， 还应建立多个
部门信息共享的超级数据库， 打
破信息孤岛现象， 实现跨行业跨
地区监管， 防止出现纰漏。 如有
些大学生在学校时可能已经考
取 多 种 证 书 ， 但 毕 业 时 却 进
入 与 资 格 证 书 无 关 的 行 业 ，
这 样 就 很 难 筛 查 出 来 。 而 超
级数据库则可跨行业识别， 有效
破解这一难题。 总而言之， 只要
发挥主观能动， 妥善应用科技手
段， 就可击破资格证书获得者与
相关单位的 “挂证” 合谋， 促进
相关行业健康有序。

■世象漫说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杨玉龙： 3月21日是世界睡
眠日， 今年的主题是健康睡眠，
远离慢病。 又一个世界睡眠日的
到来， 睡眠的话题又一次的引人
注意。 健康睡眠仅有睡眠日一天
的重视是不够的。 需要健康的生
活方式、 健康的睡眠理念融入于
日常生活中； 更需要社会各界动
员、 重视起来。 祈愿健康睡眠于
我们每个人而言都不是奢侈品。

罗志华： 近年来， 医药电商
蓬勃兴起， 但互联网的虚拟性、
信息海量等特征也为制作、 销售
假冒伪劣药品提供温床。 记者调
查发现， “网售假药” 涉案金额
动辄上百万， 监管难点多， 让人
产生 “网售假药” 是否有 “药”
能治的疑问。 整治网售假药要有
互联网思维， 要建构起完备的网
售药品的法律体系。 医药电商必
然要依附于电商平台而存在， 网
络医药广告也离不开其发布的载
体， 这些中间商有责任实施更有
效的监管。

“天价培训班”
随着公务员考试季的到来， 公考培训亦进入

忙碌期 。 2017年国考面试已进入尾声 ， 各省联
考、 省考也开始拉开序幕， 不少考生马不停蹄地
在各类辅导机构间穿梭 。 经过第一轮残酷的笔
试， 一部分考生从 “千军万马” 中脱颖而出， 进
入面试。 为了最终 “成公”， 很多考生都会报名
参加各类面试培训班。 跟一般的教育培训机构不
一样， 现在市场上的公考面试培训班价格动辄就
是上万元， 有的高达十几万元。 （3月20日 《经
济参考报》） □王铎

□史洪举

治理“挂证”乱象需要综合施策
“挂证 ”乱象 ，不仅违反

诚信底线和社会规则， 更是
加剧对特定行业的监管难
度，甚至导致一些安全事故。
因此， 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
发挥大数据优势， 并强化惩
戒力度，让“挂证”双方均得
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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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日起， 《柯桥区职
业病防治监督管理办法》 正式实
施， 绍兴柯桥区将采用信用等级
制度监督管理职业病， 403家去
年被列为职业病防治重点监管的
化工、 印染等行业的企业， 将于
4月1日起被首批纳入信用等级管
理名单。 这也是浙江省首个职业
病防治监督管理办法。 （3月18
日绍兴网）

职业安全健康权， 是劳动者
依法所享有的在劳动的过程中不
受职场危险因素侵害的权利 。
《劳动法》 明确规定， 劳动者享
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 护 的 权
利 。 《劳 动 法 》 还 规 定 ： 用
人 单 位 必 须 建 立 、 健 全 职 业
安 全 卫 生 制 度 ， 严 格 执 行 国
家 职 业 安 全卫生规程和标准 ，
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安全卫生教
育， 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 减
少职业危害。

然而， 有些企业对职业病的
认知度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相
关防护措施落实并不到位， 甚至
有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逃避职
业病防治的监管。 从现实来看，
监管力量不足， 不能及时查处，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违规企业
的懈怠。

《柯桥区职业病防治监督管
理办法》 的亮点， 是实行黑名单
管理 。 将重点监管企业分成A、
B、 C、 D四个职业健康信用等
级。 对于D级企业， 将列入职业
健康不良记录 “黑名单”， 对企
业的信用贷款， 各类评优表彰、
政府财政性资金奖励等， 实施一
票否决， 从而督促企业主动履行
义务， 主动维护员工职业安全健
康权。 重点监管企业超过6个月
未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 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备案工作， 也将被纳
入 “黑名单”。

维护员工职业安全健康权 ，
“拉黑” 是一种方法。 但除此之
外， 还应广泛地宣传职业病的危
害， 唤起职工的权益意识， 更好
地监督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治。 监
管部门也应主动出击， 通过严查
惩罚， 形成震慑力。

□关育兵

■有感而发

重视一线职工创新潜能或能收到奇效
“创新才有竞争力。” 这个观

念是广东省梅州市博敏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员工的共识。 博敏电子
注重打造创新文化， 保障研发投
入， 激励了全员创新也推动了企
业产值不断提升。 据了解， 该公
司 35%的 创 新 建 议 来 自 一 线 。
（3月18日 《梅州日报》）

博敏创新建议近四成来自一
线， 给了我们极具现实意义的创
新启示： 企业创新切莫忽视一线
职工的建议。 企业创新是基于现
实基础上的， 而非凭空想象。 一
线职工处于生产一线， 了解生产

实际， 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 将
使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创新能力得
到大幅提升。

具体到企业层面， 鼓励一线
职工创新， 必须要做到两点。 一
是舍得投入， 使工人能够有一份
稳定的工资收入 ， 从而安心工
作 。 而且对一线工人的创新成
果， 必须给予重奖。 要制定详细
的奖励措施， 并让一线工人清楚
了解这些奖励措施， 使一线工人
知道， 创新是有回报的， 而且有
丰厚回报。 二是提供平台。 创新
可以在车间一线 ， 在生产实践

中， 但若想创新常态化， 就必须
要搭建可供创新的平台。 对于一
线职工而言 ， 这个创新平台就是
能够支撑创新的软硬件设施， 譬如，
创新所需的必要设备、 仪器、 场地，
还譬如， 持续不断的培训， 这些
创新必不可少的要素， 对于一线
职工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一线职工作为企业的生产主
力，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如何挖
掘、激发、利用这一潜能，某种程度而
言，决定了企业创新能力。只要企
业舍得投入，并为其搭建平台，一
线职工创新大有可为。 □孙维国

■每日观点

对破坏文明者应加大处罚力度

健康的睡眠
人人都要重视

忽视职业健康的企业
要坚决“拉黑”

整治“网售假药”
要有互联网思维

天气转暖， 又到了赏花游园
的好时节， 玉渊潭公园也是花开
正好 ，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赏
樱。 但近日， 有网友晒出一组游
客在玉渊潭公园不文明赏花的照
片， 并有网友称2017北京玉渊潭
公园 “樱花劫” 开始了。 （3月
19日 《法制晚报》）

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开了， 美
极了， 吸引了众多的赏花者。 公
园管理者在醒目的地方， 甚至在
樱花树上都挂有提示牌， 提示游
客文明游园， 文明赏花， 不摇晃
樱花树、 不攀折花木、 不攀爬树
木、 不践踏草坪。 同时， 公园投
入500余人巡查， 劝阻不文明行
为。 依据我个人的观察， 玉渊潭

公园在文明游园宣传提示、 安保
执法人员的力量设置都达到了历
史高点， 投入了最大的力量。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仍然有人置文明游园的提示于不
顾，攀爬树木、攀折花木等不文明
游园行为时有发生。 在短短的几
天时间内，就劝阻189起，签保证
承诺书7起，罚款1起。虽然从整体
上说， 游客的文明素质在不断的
提高， 不文明游客只占非常小的
一部分， 但由于每天有几万人来
此赏樱花， 因此出现几十起不文
明行为，从绝对数上看，也不少了。

仔细分析每一起不文明游园
行为 ， 就会发现有如下两个特
点， 一种是文明游园意识不强，

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
文明的行为 ， 完全是习惯成自
然， 待巡查人员纠正时才恍然大
悟。 另一种是明知故犯， 有一定
的主观故意性 。 像爬到树上照
相、 攀折花木、 摇晃樱花树等严
重违规行为， 行为者明知是违规

行为， 在观察到没有巡查人员在
场时， 实施违规行为。

对明知故犯的严重违规者 ，
执法人员在取得固定相关证据
后， 应依据 《北京市公园条例 》
顶格处罚， 以增加其违规成本。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