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4

日就反食品浪费法草案

和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情

况的调研报告进行了分

组审议。与会人员普遍

认为，食品浪费问题事关

粮食安全，通过立法加强

对食品浪费问题的监管，

建立珍惜粮食、反对浪费

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围绕食品浪费的界

定、厨余垃圾处理费的收

取、公务餐饮浪费等焦点

话题，与会人员展

开了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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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算食品浪费
厨余垃圾处理费该收吗

如何遏制公务餐饮浪费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和相关调研报告

食品浪费标准怎么认定？

什么情况算食品浪费？草案规定，食
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
物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审议中，一
些与会人员提出了各自见解。

卫小春委员表示，草案对食品浪费的
定义比较原则，建议修改为：“本法所称的
食品浪费，是指对尚可食用的食品不珍
惜、不合理使用、不必要的废弃，给国家、
社会、单位、家庭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行
为。”

欧阳昌琼委员也认为，草案对食品浪
费的定义过于笼统。“食品浪费不仅限于
餐桌上的浪费这一个环节，还应包括生产
环节、流通环节、消费环节和回收利用环
节。定义中应当列举食品浪费的主要情
形，同时加上兜底条款。”

如何遏制公务餐饮的
浪费问题？

调研报告显示，商务宴请、公款消费、
学校食堂用餐等是餐饮浪费主要场合。

李培林委员说，草案提出公务活动
用餐应当推行标准化饮食，但“标准化”
的定义不明确，建议修改为“定人、定食、
定价的标准化饮食”。“现在公款宴请的
金额有标准了，但定食的标准还没有。
可以先在公务消费中推行，然后推广到
全国，引领全社会形成节约粮食的饮食
消费习惯。”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委员刘政奎建议，要在法律中明确公
职人员在反食品浪费中的表率作用，对
公职人员浪费食品行为进行监督、通报
和处理。

江小涓委员表示，建议增加一款规
定，明确各地承接、承办公务接
待活动时，用餐安排要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怎样调动各方
节约粮食的积极性？

调研报告提出，解决餐饮浪费问题
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关注，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逐步树立并践行绿色消费
模式和生活方式。对此，与会人员纷纷
献计献策。

谭耀宗委员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有
出台措施鼓励商户减少厨余垃圾，并表
彰落实减少厨余垃圾的商户。建议推
广这类制度，通过激励形式鼓励更多的
机构、商户参加，让珍惜粮食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

刘海星委员也建议，进一步研究
完善奖惩机制，采用奖励性规范和强
制性规范相结合的方式，表彰奖励对
节约粮食有明显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同时，建议设立反食品浪费日，让广大
民众更加理解反食物浪费的重要性。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
化土壤，食品浪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不良的消费心态。”肖怀远委员说，要
通过立法执法和宣传引导，在全社会形
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习惯和心理，
特别是要让青少年把这个优良传统传
承下去。（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一些与会人员关心，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
成年人在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后，能否顺利回归
正常的教育环境。

草案明确，专门学校应“有针对性地开展道
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并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

的未成年人，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对此，江小涓委员表示，很多行为和心理

出现偏差的孩子得到矫治回归正常学校后，只
要学习跟得上，就能健康成长。建议将此条款
修改为：“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应
当保证其继续接受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义务

教育，并按照未成年人的意愿继续提供高中阶
段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

一些与会人员还建议，加强社区矫正机构
和社会第三方力量，为未成年的社区矫正对象
提供教育、心理辅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关系
改善等方面的帮扶。（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建设第三批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建设第三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
范基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开展第三
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通知》明确，在部分地区、企业、高校和科研
院所建设第三批共92个双创示范基地，其中创业
就业方向25个、融通创新方向27个、精益创业方
向32个、全球化创业方向8个。

《通知》强调，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要按照创
业就业、融通创新、精益创业、全球化创业等差异化
功能定位，强化区域覆盖、功能布局、协同发展，增
强示范功能和带动效应。一是聚焦稳就业和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打造创业就业的重要载体，有
效支撑各类社会群体开展创新创业，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二是聚焦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着力打造融通创新的引领标杆，加快推进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布局、
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体系建设紧密结合，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体系化融通
创新格局。三是聚焦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
为创新重要发源地，着力打造精益创业的集聚平
台，构建专业化、全链条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增强
持续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培育成长型初创企业、“隐
形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四是聚焦深
化开放创新合作，着力打造全球化创业的重要节
点，探索搭建创新创业国际化平台，深度参与全球
创新创业合作，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培育创新创业
国际化品牌，不断拓展创新创业国际合作空间。

《通知》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方
面加强对双创示范基地的运行监测和绩效评估，
建立健全双创示范基地动态调整机制。各有关部
门要加强对双创示范基地的协调指导和日常管
理，加大对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双创
示范基地所在地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及时出台
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及时跟踪协调解决问题困
难，切实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明年交通运输要干这些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魏玉坤）

记者24日从2021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上了解
到，明年交通运输行业将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
统领，着力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加快推动智慧交
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好先行。

据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介绍，明年要深化
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发展公铁、空
铁、公空等联程运输服务，提升旅客出行服务品
质。鼓励和规范发展定制客运。实现20个省份
普及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推进实现“刷脸”
进站乘车。持续扩大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与便
捷应用。着力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
利日常交通出行。建设300个“司机之家”。

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当好先行。加快推进京
滨铁路、京秦高速等项目建设。深入推进天津北
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推动津冀港口协同发
展。完成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建
设，加快推进长江上游、中游航道重点工程建设，
推进渝昆高铁、长沙机场改扩建等，推动省际高速
公路建设，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

扎实推进巩固拓展交通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升农村公路发展水平，推
动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推动“四好农村路”高
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深入开展港区污水、
粉尘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在重点区域高速公路
服务区、客运枢纽等建设充电桩、充电站。

求职被骗、简历被卖？
人社部出手了！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针对网络求职被
骗、简历被卖等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4
日公布《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对用人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得泄露、非法出售、非法
向他人提供其收集的个人信息，违者将被处罚。

网络招聘已经成为人们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
的主渠道。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
共有3.96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网
站1.5万个，2019年发布网络招聘信息4.04亿条。网
络招聘在为求职者提供快捷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出
现了部分求职者投递简历后屡遭陌生来电和短信
骚扰，甚至陷入非法传销、情色招聘陷阱等现象。

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背后，确实存在一些机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
网络招聘服务、对用人单位资质和招聘信息真实
性与合法性审核把关不严、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违
规收取费用以及监管方式不足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及时出台规定，明确从
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健全用
户信息保护制度，不得泄露、篡改、毁损或者非法
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集的个人身份号码、年
龄、性别、住址、联系方式和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等，
违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予以
处罚。”这位负责人说。

按照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信息应当合
法真实，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从事网络招聘服
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劳动者收取
押金，应当明示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事项。发
布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的，有违法所得的，将
被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

作为我国网络招聘服务领域第一部部门规
章，规定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问题孩子”怎么矫治教育？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

顾客点餐浪费
该收厨余垃圾处理费吗？

草案的另一大焦点，是明确餐饮服务提供者
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
圾的相应费用。厨余垃圾处理费该不该收？应
该怎么收？与会人员各抒己见。

郑淑娜委员表示，对点餐浪费的顾客收取厨
余垃圾处理费面临如何认定浪费、收费额度如何
划定等问题，个别无良商家还可能借此打开新的
敛财思路，将其变成收费结账的固定项目。

包信和委员表示，许多饭店规定了包厢费的
最低消费金额，消费者为了达到这个金额，点的
有些菜实际上是浪费掉的，建议增加“餐饮服务
提供者不得设置包厢费最低标准”的相关规定。

列席会议的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建
议，结合垃圾分类推广完善厨余垃圾回收系统，
试行通过厨余垃圾计量回收的方式增加终端食
物浪费的成本，遏制食品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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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日前就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草
案三审稿进行了分
组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普遍认
为，修订草案坚持分
级预防、干预和矫治
的思路，推动与刑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的统筹
衔接，进一步增强了
法律的可操作性，总
体上已经比较成熟。

审议中，与会人员就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
教育的区分、相关部门的职能定位、如何更好地
开展矫治教育等问题展开热议。

修订草案三审稿规定，未成年人实施有刑
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
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
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韩晓武委员表示，草案中规定了“严重不

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专门教育”“对因不满
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进
行专门矫治教育”两种情况，应该进一步厘清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和“不予刑事处
罚的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
这两组概念。

“针对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行为进行专
门矫治教育非常必要，这也是社会公众的期

盼。”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宫
蒲光认为，应进一步区分“专门矫
治教育”与“专门教育”的不同性质，前
者为司法机关管理的矫治学校进行矫治
教育，以强制管理为主，思想、文化教育为辅；
后者为教育部门管理的专门学校进行专门教
育，以教育挽救为主，严格管理作为辅助。

相关部门应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发
挥怎样的职能作用？一些与会人员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鲜铁可委员说，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
监督机关，也是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
的司法机关，建议修订草案对检察机关的法律
监督权相关表述进行调整，明确“人民检察院通

过行使检察权，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进行
法律监督”，而不是限定为仅对未成年人重新犯
罪预防工作进行监督。

邓丽委员建议，将可以决定进行专门矫治教
育的部门从公安机关扩大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使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更好地合

作联动。杜小光委员说，修订草案中关于专门
教育指导委员会法律地位不明，其所作出的评
估决定的法律性质也不明确。建议增加地方各
级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职责分工、管辖范围
规定，并增加对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意见
的纠错机制及不服从评估意见的救济途径。

如何更好地开展矫治教育？

如何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发挥作用？

问题少年能否顺利回归正常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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