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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
容管理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有偿新
闻， 食品、 药品、 保健品等领
域 １８７项 消 费 品 再 降 关税 ， 机
关团体未经批准不得建设办公用
房……２０１７年最后一个月， 一批
新规将落地施行， 更好地保障你
我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进
一步规范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期
公布的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
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和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 新 技
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规定》
１２月１日起落地施行， 对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相关从业人员提出
要求。

办法明确， 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不得
从事有偿新闻活动。 不得利用互
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 转载和
审核等工作便利从事广告 、 发
行、 赞助、 中介等经营活动， 谋
取不正当利益。 不得利用网络舆
论监督等工作便利进行敲诈勒
索、 打击报复等活动。

规定明确， 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提供者调整增设新技术新应
用， 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
制度和安全可控的技术保障措
施， 不得发布、 传播法律法规禁
止的信息内容。 同时， 规定鼓励
支持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相关

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加强自律，
建立健全安全评估服务质量评议
和信用、 能力公示制度， 促进行
业规范发展。

１８７项消费品再降关税
１２月１日起， 我国将进一步

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 平均
税率由１７．３％降至７．７％。 在国内
购买进口商品将变得更加便宜！

据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
这是我国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第四次降
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 本次降
低消费品进口关税的范围涵盖食
品、 保健品、 药品、 日化用品、
衣着鞋帽 、 家用设备 、 文化娱
乐、 日杂百货等各类消费品， 共
涉及１８７个８位税号商品。

其中，唇膏、眼影、香水等部
分化妆品进口关税由 １０％降至
５％；电动剃须刀 、电动牙刷进口
关税由３０％降至１０％； 咖啡机、智
能马桶盖进口关税由 ３２％降至
１０％；矿泉水进口关税由２０％降至
１０％；婴儿尿布及尿裤、部分配方
婴幼儿奶粉进口关税降至为零。

严格控制机关团体建设
楼堂馆所

《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
理条例》１２月１日起落地施行。条例
规定，建设办公用房应当严格履行审
批程序，未经批准不得建设办公用
房。 政府会将宝贵的资金更多地
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条例严格项目审批， 规定审
批机关应当严格审核办公用房项
目的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和投资
概算， 对属于禁止建设或者建设
的必要性不充分、 建设资金来源
不符合规定等情形的，不得批准；
对未经批准的办公用房项目不得
办理规划、 用地、 施工等相关手
续，不得安排预算、拨付资金。

在严控建设标准方面， 条例
规定， 建设办公用房应当遵循朴
素、实用、安全、节能的原则，并严
格执行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财政
部门制定的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
作用， 条例还对建设楼堂馆所信
息的公开和违法行为的举报作了
明确规定。

志愿服务活动将有规可循
《志愿服务条例》１２月１日起

正式施行。条例规定，志愿者、志
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对象可
以根据需要签订协议 ，明确当
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 约定志愿
服务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工
作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等。

根据条例， 志愿服务组织安
排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应
当与志愿者的年龄、 知识、 技能
和身体状况相适应， 不得要求志
愿者提供超出其能力的志愿服
务。 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参
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服务

活动前， 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应
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同时，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
应当尊重志愿服务对象人格尊
严， 不得侵害志愿服务对象个人
隐私，不得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
者变相收取报酬。 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对象应当尊重志愿者的
人格尊严；未经志愿者本人同意，
不得公开或者泄露其有关信息。

两高明确利用云盘传播
淫秽信息牟利定罪量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
复制、 贩卖、 传播淫秽电子信息
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批复指出， 对于以牟利为目
的， 利用网络云盘制作、 复制、
贩卖 、 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行
为， 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适
用刑法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

对于以牟利为目的， 利用网
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
秽电子信息的行为， 在追究刑事
责任时，鉴于网络云盘的特点，不
应单纯考虑制作、复制、贩卖、传
播淫秽电子信息的数量， 还应充
分考虑传播范围、违法所得、行为
人一贯表现以及淫秽电子信息、
传播对象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情
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裁
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据新华社

月子中心怎么成了
野蛮生长的“熊孩子”

“医护人员２４小时贴心护理”
“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强有力的
医疗保健支持” ……看到月子中
心这样的宣传， 准妈妈心动吗？

随着 “８０后” “９０后” 进入
生育高峰， 二孩政策实施， 为母
婴提供产后护理的月子中心迎来
了发展的“美好时代”。然而，花费
动辄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住进月
子中心，真像宣传的那么“美好”
吗？ 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

育婴师培训 ３天就上
岗， 说好的专业呢？

产后１５天的张澄正在长春市
一家月子中心 “坐月子”， 奔着
“更专业、 更周到、 更贴心” 的
服务理念， 她早在半年前就定下
了３８８００元２５天的月子套餐 ， 平
均每天１５５２元。

然而， 高消费却没换来优服
务， “我觉得自己快被这里气成
产后抑郁了。” 张澄说。

张澄告诉记者， 第一次生气
是在入住月子中心的第二天， 她
发现护士给她刚出生的宝宝重复
多次喂奶粉。 经过一番理论， 护
士承认此举是为了让宝宝吃饱多
睡。 她还发现， 只要孩子稍有哭
闹， 护士就立刻给孩子喂水。

此外， 张澄发现在月子中心
每天负责给婴儿查体的大夫也并
没有想象中专业。 这位６０多岁的
返聘老专家面对宝宝的黄疸和消
化不良，常常建议服用一些“祛黄

药”“肠胃药”等，张澄并不认同。
“没想到月子中心如此 ‘业

余 ’。 根据我掌握的育儿知识 ，
他们的很多做法都严重危害了婴
儿的健康， 我自己哭了好几场。”
张澄说。

曾在月子中心从事育婴工作
的护士张爽告诉记者， 现在月子
中心的育婴师都走年轻化路线，
多数２０出头的小护士并无育儿经
验。 虽然这些小护士大多来自护
士学校， 但有的连毕业证都没拿
到 。 到了月子中心进行 “老带
新 ” 的基本培训 ， ３天就上岗 ，
边干边学。

她的说法得到一位曾在长春
市某月子中心做过３年经理的萧
女士的证实。 萧女士告诉记者，
产后母婴护理看似简单， 其实有
很强的专业要求， 但真正的专业
人才稀缺。 加之护理工作需要经
常上夜班， 工资待遇又不高， 所
以留不住人。 “经常是刚刚培训
得差不多了， 人就走了， 再继续
招人， 边干边教。” 萧女士说。

国际认证婴儿护理专家
实为养老院护工转岗， 资质
“注水” 有多少？

记者调查发现， 月子中心从
业者的准入门槛非常低。 虽然由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发布
并于９月１日起实施的 《母婴保健
服务场所通用要求 》 中明确要
求 ， “技能人员应通过专业培

训， 取得相关资质”， 但市面上
的育婴师职业资格证书却鱼龙混
杂， 有的是人社部门发的， 有的
是妇联发的。 还有一些培训机构
违规开设资格认证， 花钱就能买
证， 真伪难辨。

张爽说， 她曾供职的月子中
心就存在资质“注水”现象。比如，
“产后修复师”其实是老板家的亲
戚， 学了几天仪器操作就开始为
产妇做项目；“护士长” 以前曾经
在养老院当过护工， 后来转行做
月嫂 ， 现在变身 “婴儿护理专
家”， 还号称 “国际认证”。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许
多月子中心为了弥补专业和资质
不足， 就用 “花样” 来凑数， 将
重点放在产后塑形、 美容、 产后
肌体检测等简单易操作的美容保
健项目上。 “一定要多搞点最新
潮的花样， 让人觉得你这里很前
沿、 很高级， 客户才愿意掏那么
多钱住进来。” 他说。

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即
可营业， 月子中心该谁管？

据了解， 由于目前母婴保健
在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没有
专门的经营范围、 行业类别表述
及注释， 所以被归类于居民服务
中的 “家庭服务”。 因此， 月子
中心的开办并没有专业要求， 与
普通商业机构一样， 只要在工商
部门注册登记后即可营业。

月子中心涉及卫生行政 、食

药监、工商、人社等多个部门，易
导致监管缺位。 《母婴保健服务场
所通用要求》发布实施，从经营管
理、从业人员、环境及设施设备、
服务内容、专业技术、争议和投诉
等方面， 针对我国母婴保健服务
行业的特点提出了要求， 填补了
相应领域的管理空白。

比如， 在环境卫生方面， 要
求指出， 月子中心５０米范围内应
无射线、 粉尘、 噪音、 强光等污
染， 同时月子中心应有消毒间或
消毒区域以及配备相应的消毒设
备， 有提供住宿的应实行２４小时
值班制。

但该要求的标准属性为ＧＢ ／
Ｔ， 其 定 义 “推 荐 性 ” ， 即 为
“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由
于缺乏强制性， 有多少商家会主
动邀约检查， 这个标准能发挥多
少实质意义仍有待观察。” 一位
业内人士说。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孕
妇学校讲师宋艳等认为， 母婴这
个群体很脆弱， 应该尽快引导各
地成立月子中心行业协会， 加强
行业自律， 促进行业规范化、 专
业化和标准化运作。

“月子中心属于新兴行业 ，
也像一个新生儿 需要专业的呵
护 、 专业的监管 ， 才能茁壮成
长， 该找个办法好好地把他管起
来， 培养好。” 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院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
理事长徐丛剑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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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俄罗斯航天集团２８
日从位于俄远东阿穆尔州的东方
发射场， 发射了一枚携有１９颗卫
星的运载火箭， 但火箭未能将这
些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目前俄地
面遥测跟踪站正在搜寻这些卫
星。

据俄航天集团网站发布的消
息， 东方发射场实施了自２０１６年
启用以来的第二次发射———用一
枚 “联盟－２．１Ｂ” 运载火箭发射
１９颗卫星。

在这１９颗卫星中， 体积最大
的主卫星是俄罗斯的 “流星－Ｍ”
地球遥感观测卫星。据测算，在火
箭升空约１小时后，该卫星应飞入
过渡轨道并开始向地面发送遥测
信号， 然而地面站始终未收到信
号。俄航天集团经初步分析认为，
这颗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据俄新社援引不具姓名的俄
航天专家的话说， 导致此次发射
失败的故障很可能发生在 “护卫
舰” 摆渡车脱离第三火箭级到首
次启动发动机这一时间段内 ，
“坐” 在这一摆渡车内的所有卫
星均未进入预定轨道。

俄发射一箭19星
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州众议院２９日通过安乐死合法化
议案修正案， 使维州成为澳大利
亚首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州。

经过激烈辩论， 维州众议院
在２９日中午投票通过了这一修正
案。 维州政府表示， 虽然修正案
最终在众议院通过， 但这项法案
要到２０１９年才能正式生效。

维州卫生部长吉尔·亨尼西
说， 这项法案需要一年半才能付
诸实施。 这段时间将用来敲定最
后的细节以及在实施安乐 死 期
间 使 用 药 物 的 确 切 性 质 。 “我
们一直致力于制订这项法案 ，
也同样专注于拥有一个安全稳定
的系统。”

维州政府今年９月正式提出
安乐死合法化议案， 众议院１０月
以４７票支持 、３７票反对的投票结
果通过了议案， 但为了能在参议
院通过对议案进行了大量调整。
修正的内容包括： 无法忍受痛苦
且生命不到６个月的维州人有权
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患有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人， 这一期限
将延长至１２个月。

新华社电 美国空军 ２８日承
认， 未按照规定将多名有犯罪前
科的退伍军人资料移交执法部
门， 使得包括得克萨斯州枪击案
中枪手在内的多人可以购买枪
支。

空军发言人安·斯特凡内克
表示， 空军没有按照规定移交执
法机构的军人犯罪记录多达 “数
十份”。 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得州
枪击案后， 空军方面已经将这些
档案移交联邦调查局， 并仍在继
续就此事进行调查。

根据空军当天发布的一份书
面声明， 出现这一严重疏漏是由
于 “培训和规定遵守” 不到位。
声明说， 空军检察长已经开始对
自２００２年以来的６万份犯罪记录
进行梳理， 确定是否按照规定移
交联邦调查局。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通过安乐死法案

美国空军承认
未执行枪支管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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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规12月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