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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体检报告共享
需有制度设计

卫健委调整计生职能传递积极信号
●冯海宁（特约评论员）
日前，多部门的“三定”方案

●朱
而这种变化传递出积极信号。

总体来说，相比以前，此次卫

方面鼓励生育，但与此同时，多地

后的国家卫健委，能尽快就公众关

密集向社会公布。 其中，在国家卫

上述变化缘于近些年我国人

健委的计划生育职能出现变化，而

加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消息不断

心的问题深入研究，给出一个明确

生健康委员会“三定”方案中，其

口形势出现了新变化。 在人口形

职能变化其实也是向社会放权的

传来。 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社

预期。

计划生育的职能较之前有所变

势方面，两大显著变化是“人口红

“计生”的司
一种体现。 之前，涉及

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如何进行也

化， 涉及计划生育的职责仅有两

利” 在减少， 人口出生率出现下

局有三个，与
“
计生”相关的职责有

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丹

如今， 入职体检是求职时的必要
环节。 而在求职高峰季，被多家用人单

虽然说国家卫健 委 的 计 划 生

位录用并要求在短时间内重复体检的

育职能变化了，但笔者认为，为

求职者不在少数。 有求职者对媒体记

项。 新部门的 21 个内设机构中，

降。 在政策方面，“单独两孩”与

十项，权力比较集中。 而改革后部

今年 7 月，陕西省统计局通过

生育服务的责任绝不能弱化，

者称：“花钱遭罪又浪费医疗资源，为

有三个与“计生”有关的司局都发

“全面两孩”已先后实施。 所以必

门少了职责少了，也就意味着权力

官网发布 《陕西省 2017 年人口发

而且还要强化， 因为社会生育

何体检报告不能共享？ ”

生了变化， 两个被撤销、 一个更

须重新进行部门构成调整以适应

小了。

展报告》指出，
“育龄妇女人数呈现

意愿下降是一个现实问题，会

名。

这种新的变化。

用人单位之所以要求重复体检，

这显然是一种积极变化，有利

逐年减少……妇女生育意愿也有

影响到我国人口结构的合理化，而

主要是担心体检报告不准确， 不能全

按照今年 3 月公布的 《深化

此次职能调整， 不但是为了

于促进我国人口结构走向合理化。

所下降，未来出生人口增长后劲乏

要解决“不敢生不想生”这一难题，

面反映员工的健康状况， 但重复体检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不再保

跟上新形势新变化， 也为下一步

同时，也能降低“计生” 方 面 的 行

力”的同时，建议
“
适时全面放开计

就必须围绕生育养育不断增加公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健康问题。

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改革进行了铺垫。 比如，计划生育

政管理成本可谓一举多得。 不

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另

共服务。

重复体检可能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

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家庭发展司更名为“人口监测与

过，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收还是

外，部分人口专家也有类似建议。

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健委，作

家庭发展司”，其职责包括开展人

不收、 是否全面放开生育等问

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根据“三定”

口监测预警、 研究提出人口与家

题 ， 仍然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进一

方案， 国家卫健委有多项卫生健

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等内容，今

步的政策完善。

了。 问题是，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的

整 行 政 对 公 民 生 育 的干预，也希

则上百元、多则几百甚至上千元，这对

康领域的职能得到了强化， 而计

后就有效监测人口出生率、 人口

目前， 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政

前提条件是什么，是因地全面放开

望调整计划生育职能后能创造出

一些求职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 此

划生育职能出现变化， 涉及“计

结构等变化， 为进一步完善计划

策，从医疗、教育、社保、延长产假、

还是全国全面放开，这些问题至今

更好的适合全生育周期的健康服

外，重复体检也导致资源浪费，拍片、

生”的司局与职责都发生了变化，

生育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提供生育补贴、母婴设施建设等多

仍没有定论。 希望机构改革完成

务体系。

出报告等都需要一定的资源损耗。 因

国家卫健委此次改革调整计

尤其是胸透之类的检查很容易给身体

如果不久之后有可能全面放开计

划生育职能，为地方相关部门改革

健康带来辐射损害；其次，重复体检还

划生育， 显然社会抚养费该废除

做出了榜样， 希望改革能合 理 调

加重应聘者的经济负担。 一次体检少

此，不管是出于个体健康、经济负担，
还是公共资源占用的考虑， 重复体检

时务观察

热点冷评

都存在着问题，需要及时采取措施，改
正这种不健康的消费现象。
首先， 可以对体检报告的有效期

落实带薪休假
需啃“硬骨头”

遏制整容低龄化需先破“颜值论”

限进行科学设计，如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之内的体检报告都是有效的， 招聘单
位是可以认可的。 一般情况下，体检项目
都大同小异， 完全具备普遍适用性，没
必要在短时间内重复进行入职体检。

●余明辉

其次， 需要加强对体检业务的管
理， 如可以对体检报告实行谁检查谁
负责的原则，明确体检医生的责任，加

暑假刚过，“朋友圈”里的暑期

强对弄虚作假行为的打击和治理，保

游却少见爸爸的身影，多是“妈妈

证体检结果的真实性。 同时，需要相关

去哪儿”的旅行。 有男性职工对此

部门和机构配合， 打通各个机构各个

解释，并非不愿亲子游，只因有假

环节的壁垒，制定体检报告共享制度，

难休， 毕竟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加强监管和治理.

要以工作为重。 然而，媒体记者采

当然， 尽管体检报告共享可谓是

访发现，有假难休的并不只是男性

一举多得， 相关部门在看到其中存在

职工，不少职工对于带薪休假实际

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其背后隐

上是不能休、不敢休。 事实上，2008

藏的诸如信息安全等的问题， 积极采

年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取措施从制度和机制上做好设计，制

以 及 随 后 实 施 的 《企 业 职 工 带

定出相应的规定和规范， 确保体检报

薪 年 休 假 实 施 办 法》， 都 为 带 薪

告共享成为常态，能够规范化运行。

休假提供了有力支撑。 可实行
10 年后， 职工有假难休的现象仍

CNSPHOTO 提供

●张玉胜

世事杂论

然存在。
朴素的爱美情结， 更有日益扭曲

皮、直挺鼻、尖下巴等“国标脸”构

的整形未必是最终的“定型”，后

的
“颜值论”的推波助澜。

成的千人一面，不仅滑稽可笑、难

期的成长过程中或会有一些面部

“颜值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

辨“张三”与“李四”，而且有可能

的调整。 因此，许多专家、医生并

一些孩子痴迷追求外貌的完美，

面：一是年轻人的婚恋观念。 一些

造成现实生活中的不必要的麻

不赞成不鼓励未成年人过早整形

网民趋于低龄化
呼唤监管常态化

业落实带 薪 休 假 显 然 要 复 杂 和

不少家长盲目跟风带孩子“动

人在谈婚论嫁时， 过分看中对方

烦。 更为重要的是，整容手术有风

整容。

●汪昌莲

困难得多， 这恰恰也是落实带

刀”，整容日益低龄化。 吉林一位

的外貌亮丽、 风流倜傥而忽视对

险，追捧“颜值”需谨慎，多少整容

整形低龄化不仅是表现于青

日前发布的 《青少年蓝皮书——
—

薪休假公认的难点所在。 笔者认

带孩子整容的家长直言，“上学期

其内在素质的考察与关注， 这会

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诫人们，“整

少年群体的价值扭曲，也是“颜值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

为， 要想把带薪休假彻底落实到

间比较清闲， 有很多时间可以用

为婚后的和谐相处埋下隐患；二

容”与
“毁容”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论”泛滥下的社会隐忧。 遏制其膨

报告（2017-2018）》指出，近年来未成

位，就必须要有“啃硬骨头”的思维

来恢复， 为毕业找工作和将来找

是企业招聘中看脸“加分”。 以为

有人说：“美丽是一种早期投

胀发展势头，需要家庭、学校、政

年人首次触网年龄持续走低。 因为随

和作为。

对象做好准备。 ”

“颜值高” 就是有能力，“颜值高”

资，要趁早。 ”这其实是一种认识

府及社会的共同努力， 不仅需要

着未成年人手机拥有率逐年提升，在
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未成年人上网。

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带薪休假

割双眼皮、隆鼻、削下巴……

已基本得到落实，不能落实的大部

在暑假， 不少孩子都进行了外貌

分都在企业，尤其是私企，而且这

上的“
改造”。 媒体记者调查发现，

相比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督促企

首先，从制度原因上看，带薪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人们

就会有人缘，便于业务开展，这显

的误区。 就个人权利而言，成年人

加强对青少年树立正确审美观念

休假难存在一些
“难题”。 一是企业

的“美”并不只表现于外在美，更

然是一种误区。 外貌不是决定性

的整形美容也许无可厚非。 但对

的教育与引导， 整肃良莠不齐和

近年来，网络“双刃剑”作用日益

工资结构存在问题，即带薪休假是

有来自心灵与气质方面的内在

的因素， 真正让人幸福和展现工

于尚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的未成年

以不实宣传噱头误导未成年人的

明显。 一方面， 网络可以传播正面声

指基本工资，但企业一般是奖金或

美， 比如向善的良知、 聪颖的智

作能力的，还是一个人的格局、涵

孩子来说， 整形的风险却是不容

整形市场， 更需摒弃部分单位和

音，宣传科学文化知识，迅速反映社情

效益工资远大于基本工资，阻碍职

慧、丰富的学识、专业的能力等，

养、品格等内在因素。

小觑。 其一，未成年人的身体没有

个人以貌取人、 看脸下碟的庸俗

民意，丰富信息服务，进行社会监督；

工带薪休假意愿；二是不能很好落

但“颜值经济”过分在意人的外貌

事实上， 鉴于每个人的遗传

完全发育成熟， 贸然去做整形手

用人观念， 营造出多在意内在素

另一方面，网络作为“自媒体”，也会使

实带薪休假的企业多是一些效益

观瞻， 其核心要义就是“以貌取

基因及生理条件各异， 芸芸众生

术不仅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效

质、少关注“颜值”高低的就业环

非理性声音、谣言、诈骗及淫秽等有害

不理想的私人企业，而这一问题背

人”“拼颜值”， 这显然有失偏颇。

的人类社会本就应当是千姿 百

果，甚至适得其反，对身体发育产

境，让心灵美、“健康美”成为人们

信息大面积传播， 现有管理手段如果

后则也与一些企业的管理制度存

而整容低龄化不仅缘于人们原始

态、各具特色的不同面孔。 由双眼

生负面影响；其二，身体发育阶段

主流的审美理念。

不能及时跟进， 将对网络信息安全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成新的威胁。

在不足有关。 要解决这一问题，显

网民低龄化，呼唤监管常态化。 首

然不是依靠强制就能实现的，还需
要制度在相关层面的发力。

理性思维

先，网络信息主管部门应积极履责，对

其次，从人为因素上看，目前

遵纪守法、 积极传播先进文化的用户

一些企业员工之所以不休带薪假，

以鼓励， 对传播有害信息的用户给予

也与自身有关。 比如，有的员工怕
“休假影响前途”，有的甚至想：“领

出境游保证金管而不严等于不管

限制和惩戒， 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查
处。 其次，应依法将论坛、微博、博客、

导不休，我不敢休！ ”这与时下的企
业畸形加班文化浓厚有着直接的

搜索引擎等具有新闻舆论和社会动员
●卞广春

功能业务纳入专项许可范围， 如网络

关联。 显然，要改变一个企业或社

实名制就是杜绝电信诈骗、账号盗窃、
国庆假期将至， 各地旅行社

会的畸形加班文化，也需要更多深

要求游客将出境游保证金直接存

游保证金。这样，旅行社违规收取

自收取出境游保证金的旅行社，

虚假信息、垃圾邮件、个人信息泄露等

推出了种类繁多的旅游套餐和旅

入旅行社的企业账户或其工作人

出境游保证金， 就将受到相应的

要严肃惩治，加大处罚力度；要根

营造健康信息环境的一个手段。 再次，

再次， 从执法督促落实上看，

游产品， 一些新鲜的概念让人应

员的个人账户， 更不得将收取的

处罚。

据情节轻重， 将直接责任人和旅

要建立健全对网络舆情的应急预案，

执法监督和处罚力度的不足也是

接不暇， 价格优惠方式更是花样

出境游保证金挪作他用。 显然，

另一方面， 旅游主管部门应

行社负责人纳入“黑名单”，禁止

对可能引发侵害未成年人利益事件的

带薪休假制度难落实的重要原因，

百出。媒体记者注意到，近几年关

“银行参与的资金托管方式”有些

就出境游保证金管理方式， 与银

其从事旅行业， 真正做到未雨绸

有害信息的监测、预警、通报、处罚等

缪，坚决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做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层的措施或措施配套才行。

但这种执法乏力的背后不单纯是

于出境游交付保证金享低价团费

时候并没有落实到位。 出现旅行

行达成一致意见。 对出境游保证

具体劳动监察等执法部门的主观

的方式成为某些旅行社的一大卖

社直接挪用出境游保证金的情

金， 银行应凭旅行社签发的通知

从旅行社方面来说， 收取出

特别是要通过制度建设， 构建完

工作态度、能力等问题，而是与背

点， 但是随后也出现了部分旅行

况， 就是因出境游保证金监管落

单向游客收取；退还保证金时，银

境游保证金要有个尺度， 管理出

善的、行之有效的网络道德制约体系，

后的地方产业发展理念、政策落实

社将出境游保证金挪作他用，旅

空，导致游客权益受到了侵犯。

引导等更复杂的问题相关联。 显

行社不能如约退还保证金的情

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地方产业

况。

政策优化等的深度配套。
总之，落实带薪休假，要有“啃

行应根据旅行社出具的通知单，

境游保证金应依规操作。 提高行

监督网络始终坚持清醒自律的态度。

不难看出， 出境游保证金的

由游客办理退款手续。这样，银行

业服务水平， 理清包括保证金在

网络工作者需要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

相关规定需要进一步细化， 强调

才算参与了出境游保证金的管理，

内的价格关系、责任关系、合同关

养，始终遵循职业道德规范，将高尚的

对于旅行社收取出境游保证

可执行性和责任落实。 旅游管理

保证出境游保证金专款专存，定

系等，为旅客提供优质旅游产品，

道德情操内化为职业精神。 应加强社

金的问题，2017 年 9 月原国家旅

部门理应就出境游保证金事项，

向收取，定向支付，确保资金安全。

满足游客的旅游愿望， 应是旅行

会舆论监督， 并加以政策和法规的引

硬骨头”的决心、勇气和智慧，针对

游局印发的 《关于规范旅行社经

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或对策，结

对旅行社私自向游客收取出

社的终极目标和追求。 旅行社无

导，提高政府对于虚假、低俗网络信息

目前影响国人带薪休假落实难的

营行为维护游客合法权益的通

合地方特点制订相应的办法，使

境游保证金的， 旅游部门要严肃

视游客的权利， 无视旅游主管部

的技术制约与实质监控。 政府应该明

深层问题采取及时有效措施，比如

知》中要求，出境社收取出境游保

管辖范围内的旅行社吃透精神，

监管。 旅游主管部门要发挥监管

门的规定，总是想做一锤子买卖，

确网络信息安全“把关人” 的角色定

企业税费优惠政策出台和实施、改

证金的， 必须采取银行参与的资

明白什么情况下可以收取出境游

职责， 督促旅行社实现每周或每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是不会有好

位，在政策上做积极引导，完善相关法

变企业加班文化、地方产业政策优

金托管方式， 不得以现金或现金

保证金， 什么情况下不能收取出

旬报告制度， 使出境游保证金的

果子吃的， 更是不会有什么理想

规， 对那些挑战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

化等的深度应对和破解。

转账方式直接收取保证金， 不得

境游保证金， 以及如何收取出境

收支与银行保持一致。 对违规私

前途的。

行为坚决依法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