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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8日发布消息，近日，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
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
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作出部署。

意见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为，重
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
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
项目中行贿的；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
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
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实施重大商业贿
赂的行为。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分保障涉
案人员和企业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
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要从严把握
相关措施的适用，依法慎用限制人身
权和财产权的措施，严禁滥用留置、
搜查、技术调查、限制出境、拘留、逮
捕等措施，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
结涉案人员和企业的财物。要充分
研判使用办案措施的后果，将采取措
施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降到最低。

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

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规范化法治化。通过发布指导性文
件或者案例等方式，指导纪检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理行贿

案件中准确适用法律、把握政策，做
好同类案件的平衡。纪检监察机关
要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
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建立对

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治理行
贿的综合效能。要组织开展对行贿
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
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

单”制度。要加大查处行贿的宣传力
度，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
示教育，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
心，在全社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多单位印发意见

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资格资质随意认定

一书法协会办事处违规发证被查处
没有书法基础，只要交钱参加培训考试，就可以领取硬笔书法培训师资格证，办证

机构还声称有了这个证就可获得开班办学许可。
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二督查组近日在天津督促查处了一个违规开展资格资质

许可和认定的机构。

不久前，有群众在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反映，有自称“中国硬笔
书法协会天津办事处工委”的机构，在
网上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组织开展
硬笔书法等级考试并以中国硬笔书法
协会名义颁发“硬笔书法培训师资格
证书”及其他证书，收费从几百元至几
千元不等。

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二督查组
近日在天津市对自称“中国硬笔书法
协会天津办事处工委”的机构进行明
查暗访，发现其不仅违规组织考试，还

违规发放硬笔书法培训师、美术培训
师等资格证书。

督查组发现，这家机构在网上和其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招考简章和广告，声
称每年举办“中国书画等级测评硬笔书
法培训师、美术培训师”的认证，为社会
机构办学培育合格的书法教师。该机
构还一再强调，写字教育与书法教学工
作者具有国家级专业协会认可的从业
资格证书，是其获得办学许可及写字和
书法从业教师水平的证明。

该机构在一些网站上介绍“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天津办事处工委”职能，
发布了将在今年10月举办培训认证的
消息，并公布了报考科目及收费标准，
包含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注册书法教师
资格证书、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注册硬
笔书法教师资格证书等，收费4000元
至7000元不等，机构还宣传“全国规
范汉字书写注册教师，是写字类教师
从业资格证”“书法从业者具有国家认
可的专业书法教师职业资格证书是成
功获得办学许可证及持证上岗的唯一
保障”等内容。

记者通过该机构在网上公布的电
话联系了解情况时，一名工作人员称，
只有具备教师资格才能开办培训班，
许多人到他们这里办理硬笔书法培训
师等资格证书，就是为了获得办学许
可证，最近前来办证的人特别多。

这名工作人员强调说，要获得他
们颁发的硬笔书法培训师等资格证
书，需要缴纳培训费和考试费，他们会

组织考前培训，并教授书法理论。
当记者表示自己没有书法基础时，

该工作人员称没有书法基础，他们也能
通过运作，让有意愿的人拿到这些证
书。他反复强调，想要开办培训班，必
须获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拥有他们颁
发的资格证书就可以获得办学许可。

督查组表示，根据2017年人社部
印发的《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的通知》，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共
计140项职业资格，目录之外一律不
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此外，行业
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
可依据市场需要自行开展能力水平评
价活动，但不得变相开展资格资质许
可和认定。该机构声称颁发的硬笔书
法培训师、美术培训师等资格，根本不
在目录之内。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居民居
住条件、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根据安徽淮南市群众通过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平台反映，当地存在老旧小区改
造燃气报装乱收费的问题线索，国务院第八
次大督查第八督查组赴实地核查发现，由于
政府监管缺位、企业责任缺失，淮南中燃城市
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在燃气入户时捆绑销售燃
气配件，增加了群众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
的不合理经济负担。

督查组走访了解到，近年来，为解决城镇
老旧小区居民生活不便问题，安徽省淮南市
组织对部分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其中一项重
要惠民工程就是推行燃气入户，以解决群众
搬运煤气罐重、使用安全隐患大等问题。

然而，当地多名涉及改造群众表示，淮南中
燃公司在收取居民燃气接入安装费用时，搭售
燃气灶、报警器、切断阀、金属软管等配件，每户
居民实际支出3200元至3500元不等，远高于
物价部门核定的2000元/户的标准。

经督查组进一步核查，淮南中燃公司共
计向2027户居民违规捆绑销售燃气配件。

2021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
展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供水供电供气供热
企业严禁以强制服务、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
不合理费用。

督查组向淮南市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督管理
局、城乡建设局、淮南中燃公司等单位核实后认
为，政府监管缺位与企业主体责任缺失，是导致
企业捆绑收费增加群众负担的主要原因。

督查发现，当地政府对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涉及的供水供电供气主管部门缺乏统筹协
调，发展改革、城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对该项
工作的日常监管缺位，对老旧小区改造情况、
燃气收费价格等没有做到情况清、底数明，工
作衔接配合不够。

作为燃气入户实施主体，淮南中燃公司在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燃气报装等民生工程中，
没有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捆绑销售
指定型号燃气灶、物联网表、报警器、切断阀等
配件，增加了居民改善生活的成本。

此外，淮南中燃公司向居民收取的燃气
接入费用，既包括政府定价的基本报装价格，
也包括理应由市场调节的增值服务价格，但
该公司并未公示具体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服
务选择权等，甚至有意模糊两者界限，变相实
施捆绑收费。

督查组认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覆盖群
众多数为低收入群体，淮南中燃公司借机捆
绑收费，加重群众负担，影响了老百姓在这项
民生工程中的获得感。

针对当地推行燃气入户过程中乱收费问
题，督查组建议，在安徽全省范围对老旧小区
改造等民生工程中乱收费、捆绑收费、搭车收
费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加大统筹协调
力度，指导各相关职能部门加强配合，行业主
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公共服务企业的
日常监管和督促检查。对老旧小区改造等民
生工程相关成本费用，应确保服务内容、收费
标准公开透明，多渠道多方式提高群众对供水
供电供气行业收费政策的知晓率，真正将民生
工程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淮南市表示将立行立改，督促淮南中燃
公司立即停止捆绑销售行为，今后在老旧小
区改造过程中免费安装相关配件设施，规范
经营者收费行为。

（新华社合肥9月8日电 记者魏一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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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书可以获得办学许可？

资格证书收费4000元至7000元不等

罚款21万余元，没收违法所得16万元，责令停业整顿

河西区政府组织调查核实，“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天津办事处工委”由中
国硬笔书法协会设立，该机构负责人
为赵洪生。该机构从2017年开始组
织培训和考试，并颁发硬笔书法培训
师等证书。

赵洪生还对外宣称该机构是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天津教育管理测评中

心。经查，这个中心涉嫌无证经营。
记者在该机构橱窗里展示的一本

《硬笔书法培训师资格证书》上看到，
资格类别为高级，发证单位为中国硬
笔书法协会。

赵洪生说，该机构近年来共培训学
员500余名，学员经考试获得中国硬笔
书法协会颁发的专业资格证书。另外

还组织6500余名考生参加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举办的等级考试。该机构主要
收取考试测评费和培训费，相关费用通
过他的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取。

经查，2017年以来，赵洪生个人微
信、银行账户收入共计约800万元。截
至目前税务部门核定的数据，他涉及欠
缴个人所得税100余万元，增值税税款
约15万元，需补缴滞纳金6万余元。

督查组认为，该机构通过编造各种
名目违规变相开展资格资质许可和认
定活动，甚至涉嫌变相卖证，误导群众，
混淆视听，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群众利
益，扰乱国家关于职业资格管理的正常
秩序。督查组督促河西区政府对该机
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河西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广告法、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依
法对该机构处以罚款21.5万元，责令
其停业整顿。同时，河西区教育局也
对其下达了停业整顿通知书。

针对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天津教育
管理测评中心涉嫌无证经营，河西区
市场监管局依法没收其违法所得16
万元。

（据新华社天津9月8日电 记者
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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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澳合作重点项目青茂口岸9月8日正式开
通启用，两地人员跨境往来进一步便利化，有效提
升了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能力。

图为9月8日拍摄的青茂口岸。 新华社发

青茂口岸开通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能力

我国教师总数
已达1792.97万人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王鹏）记者8日
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792.97万人，比上年增
加60.94万人，增长3.52%。其中，特教教师增加
6.11%，幼儿园教师增加5.44%，高校教师增加
5.34%，有力支撑了教育改革发展。

今年以来，共有191万人次通过认定获得教
师资格证书，较去年全年增长28.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教育部
今年将继续实施中小学银龄讲学计划，面向社会
招募4500名退休校长教师，到中西部18个省份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教讲学。此外，今年也将
继续选派退休教授、副教授到西部高校支教支
研，支援高校扩大到75所部属高校和部分部省合
建高校，受援高校扩大到10所，选派名额增至
300余名。

任友群介绍，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
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约8万所乡村学校，受益教师
129.8万人，人均月补助额375元。在中央奖补政
策的带动下，2020年全国有1056个非连片特困
地区县也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地方投
入资金141.8亿元。

深圳开通内地与香港
药品邮寄绿色通道

据新华社深圳9月8日电（记者王丰）8日，
82票来自香港的药品抵达深圳邮政国际运营中
心，通过海关“绿色通道”装载到中国邮政配送车
辆上，很快运送给内地的收件人。这标志着海关
创新监管服务项目“寄药易”正式落地。

据介绍，目前居留深圳的港人较多，有不少长
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深圳邮局海关经常接到电
话咨询药品通关手续问题。此外需要通过寄递解
决药物需求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寄药易”项目是深圳海关针对药品通关需
求，提供的“全链条、一站式、门到门”药品医疗保
障，由深圳邮局海关会同深圳邮政国际分公司，协
调香港邮政提供收寄件、审批、验放等服务，解决
群众邮寄药品通关困难问题，为香港同胞居留内
地解决后顾之忧。

深圳邮局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寄药易”绿
色通道设立专岗专人负责协调、审核、联系收件
人，实现“即到即审、即验即放”，对面单信息清
晰的包裹做到系统“秒审秒放”，对需要收件人
补充申报的第一时间由专人联系，提供清关指导
申报。

50个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获批筹建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张泉）国家知
识产权局日前印发通知，确定2021年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新批准筹建的50
个示范区包括西湖龙井、五常大米等46个单一产
品示范区，以及陕西富平、四川汉源等4个综合示
范区，分布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根据要求，各地将按照高标准建设、高水平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开展示范区筹建工作，力
争通过3年建设，提升示范区地理标志知名度和
市场竞争力，增加地理标志产品市场附加值。

新批准筹建的50个示范区涉及众多久负盛
名的地理标志，包括库尔勒香梨、霍山石斛、汝瓷
等，其中33个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示范区域
内地理标志涵盖初级农产品、加工食品、道地药材
和手工艺品等多个类别，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
企业2444家，直接年产值达1300亿元。

据悉，新批准筹建的示范区覆盖18个中西部
省份，涵盖多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
将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强大助力。

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聚焦严格地理标
志保护，深化地理标志管理改革，健全地理标志保
护体系，发挥示范区对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带动
引领作用，全面提高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
综合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