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从左至右）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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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茅说，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市场
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
管要贯彻“四个最严”：建立
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
的监管、 实行最严厉的处
罚、坚持最严肃的问责。

在监管方面， 要从源
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
控。“餐饮业提倡明厨亮
灶，去年达到了20%，今年
要再提高到30%以上，争

取餐饮行业三分之一实现明
厨亮灶。”张茅说。

在处罚方面， 要依法加
大、提高违法成本，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 包括巨额惩罚制
度、巨额补偿制度、重奖举报
人制度。“根据新出台的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
制规定， 要进一步压实地方
政府的责任， 同时市场监管
部门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的指
导、督查和协调。”张茅说。

改革保健品注册制，推进疫苗长效监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不允许协会进行名牌评定活动

整治保健品市场，改革现有保健品注册制度；推进建
立疫苗监管长效机制；打击假冒伪劣，逐步做到“天下少
假” ……3月11日，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
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就“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
秩序”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张茅说， 保健品包括
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整
治保健品市场存在取证
难、认定难等问题，要改革
现有保健品注册制度，更
多地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扩大企业自我声明的范
围。

“保健食品对身体有
什么好处， 要由市场和消

费者来检验， 减少政府的鉴
定。”张茅说，目前对于保健
用品缺少科学的评价标准，
要从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进行
严格限制，必须依法宣传，实
事求是不能夸大。 对于出现
的问题、 造成的危害要依法
惩处，同时加强科普宣传，使
消费者科学认知， 使保健品
市场的宣传真正名副其实。

保健品 改革现有注册制度

食品安全 今年争取更多明厨亮灶

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
说，疫苗涉及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关系到公共卫生安
全和国家安全。 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疫苗监管工
作，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药监局正在推进建立疫
苗监管的长效机制。

焦红说， 在疫苗监管
方面， 要重点督促落实企
业的主体责任， 落实部门
的监管责任。 作为疫苗生

产企业， 应该建立完善的质
量管理体系、 产品安全追溯
体系， 落实疫苗产品风险报
告制度，保证疫苗产品质量；
作为监管部门， 要进一步明
晰监管部门的事权和监管责
任， 要进一步强化省级药品
监管部门对生产企业的现场
检查。 国家药监局将在属地
管理的基础上， 强化巡查和
抽查， 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要
严肃查处。

疫苗安全 推进建立疫苗监管长效机制

“企业的品牌，是不是
名牌、是不是知名和著名，
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
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张
茅说，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
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
牌产品， 要通过政府来进
行评比和奖励， 实际上扭
曲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对消费者产生了误导。

张茅说， 在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之前， 原国家工
商总局已经取消了知名商
标、著名商标的评比，同时
还取消了对“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的评比。去年底，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名牌
评选认定活动的清理工作。

“有些地方政府不搞了，
而一些与政府没有脱钩的协
会、所谓‘红顶中介’还在进
行名牌评选认定活动， 这也
是不允许的。”张茅说，要正
确处理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
企业的关系， 不要再为企业
的行为背书、站台。在政府的
榜单上只有“黑榜”没有“红
榜”，“红榜” 是消费者的口
碑， 是企业应该做到的；“黑
榜”就是违法经营，要依法惩
处。 ■据新华社

名牌评定 不允许协会进行相关活动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回应热点：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松绑”科研人员

让科研人员不被“帽子”“牌子”等困扰

今后会加大
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创新是第一动力。王志刚
说， 我国科技创新仍面临短
板，比如基础研究方面，特别
是“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和
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
索方面。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
总源头。”王志刚说，要补齐这
块短板，提高投入至关重要；不
仅中央财政要加大投入， 地方
政府和企业同样要更加积极主
动作为。

王志刚说， 去年印发的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
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
文件形式就加强基础研究作
出全面部署。

“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
定不移的， 今后会加大投入力
度。”他说，如何动员企业、动员
社会各界重视基础研究、 投入
基础研究、参与基础研究，科技
部要思考好、回答好，并向中央
及相关方面提出建议。

“基础研究往往不是研究
的终点， 论文本身也不是这个
成果的句号。” 王志刚表示，要
更好统筹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
研究和技术创新， 努力助推科
技成果转化。

让科研人员
不被“帽子”“牌子”等困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 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
间接经费占比， 开展项目经费
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
科目比例限制， 由科研团队自
主决定使用。

王志刚表示， 要把“包干
制”和“放管服”结合起来。“包
干制”是一种“放”，但“放”不是
不管，只是管的方式、管的理念
会发生变化。

他坦言， 我国在创新生
态、科研生态方面还有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 需要进一步完
善。科技部将更好地为科研人
员提供支撑、提供环境、提供
保障，让他们少为“帽子”“牌
子”“报销”“填表” 等方面所
困扰。

王志刚说， 要注重激励与
约束并重， 信任与监督并重。
“当然， 我们是以信任为基础，
以激励为基础。”

同时， 要加强学风作风建
设，弘扬科学家精神和操守，使
得全社会特别是科技界有崇尚
科学、具有良好科学素质，并且
能够一心向学的状态。

“通过改革，来激发创新主
体、科研人员有更大的积极性，
更大的自由度， 更多的获得
感。”他说。

王志刚表示， 在改进学风
作风、倡导科学精神方面，去年
像论文造假这样的现象引发社
会关注。 科技部的态度非常明
确， 哪些属于科研活动中应该
禁止的，必须遵守的，政策制度
都有明确的规定。

■据新华社

当前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展如何？ 哪些
短板有待补齐？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
11日举行记者会，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等就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1日
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 生态环境部
部长李干杰就生态环境保护热点问题回
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他表示，要保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
劲、不开口子。

他说， 当下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仍存
在很多问题，面临的挑战还很大。今年主
要抓8方面工作：

继续4项已开展的工作： 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绿盾”相
关行动；深化“清废行动”，进一步排查和
整治沿江的固体废弃物非法转移和倾倒
问题。

推进4项新工作： 一是劣Ⅴ类水体
专项整治，长江流域还有12个国控点是
劣Ⅴ类水体，要作为重点推动整治；二是
入江、入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三是“三
磷”污染的专项整治，即磷矿、磷化工企
业、磷石膏库整治；四是11个省市的省
级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
治。

针对大家关心的环保数据问题，李
干杰表示，“我们的监测数据是真实、准
确、全面的。”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是环
保工作的生命线，不能出毛病，不能有问
题。

如何确保这条生命线不出问题？李
干杰说，发现造假问题立刻查处、严肃查
处，不是一般的追责问责，不仅有行政处
罚，还有刑事处罚，“做到让其不敢。”

“还要‘做到让其不能’。”李干杰说，
过去国控点监测由地方负责， 是“考核
谁、谁监测”，现在“谁考核、谁监测”。生
态环境部请第三方进行监测， 并对第三
方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同时采用技
防手段，确保避免对监测点位的干扰。此
外，对监测工作做得好的地方给予奖励、
鼓励和支持， 引导大家认识到监测工作
的重要性，把工作做得更好。

■据新华社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8项举措
推动长江保护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