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学会用赞美的语言与世界
沟通冶野要培养自己的耶爱商爷冶野设
定触手可及的小目标袁 才能实现
大目标冶噎噎近日袁在北京举行的
野阳光少年成长营冶活动上袁一堂
心理辅导课让全国 7 省区 1000
名农民工子女受益匪浅遥

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关
注袁对应着这一群体新的特征尧新
的需求遥 在野阳光少年成长营冶举
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袁 一位来自基
层的工会干部讲了这样一个故
事院一对在外地打工的夫妇袁专门
嘱咐在家照看孩子的老人每天给
孩子买牛奶喝遥过年期间返乡袁发
现老人给孩子每天喝的不是牛
奶袁而是乳酸菌饮料遥原来在老人
眼里袁两种饮品并没有差别遥从想
要野吃得饱冶到追求野吃得好冶袁从
关注身体健康到强调心理健康袁
新的情况促使我们思考院 如何为
留守儿童创造不只是野平安长大冶
的生活环境钥

从更大背景看袁 留守儿童问
题与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息息
相关遥 改革开放 40年袁城镇化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之一遥从农村到城市袁农民获得了
更高的收入袁也推动了经济发展袁

与之相伴的是 野留守儿童冶野空心
村冶等问题的出现遥对每一位农民
工父母来说袁 一边要肩负起家庭
的责任袁 一边要面对孩子期盼的
眼神袁现实中很难兼顾曰对于国家
来讲袁一边是高效率的城镇化袁一
边是城乡协调发展袁 向前走也时
常面临两难遥 无论对家庭还是社
会整体而言袁 很多时候要做的不
是一道简单的判断题袁 而需要在
发展的天平上用好轻与重尧 缓与
急的辩证法遥

今天的中国袁 来到了解决发
展质量问题的关口遥 无论是留守
儿童袁还是野老漂一族冶袁今天再谈
起城镇化袁 已经不仅仅是从劳动
力流动尧 生产要素价格的角度切
入袁 而是面临子女教育尧 医疗保
障尧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发展议程遥
农民工也不仅是 野劳动力冶野人力
资源冶袁他们的家庭幸福也被纳入
政策的视野遥目前袁有些城市放宽
了随迁子女的入学条件袁 简化了
异地医保报销流程袁 让从农村到
城市的路更通畅遥 乡村振兴战略
彰显出绿水青山的价值尧 激发出
林田湖海的潜力袁 让从城市回到
农村的路越走越宽遥 近些年来出
现的野返乡冶现象尧野绿领冶潮流袁为

我们呈现出一个更高质量尧 更立
体的城乡中国遥

放眼更远的将来袁 解决留守
儿童问题不仅意味着更高质量的
城镇化袁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创新驱动发展尧 实现转型升级的
未来遥 有研究显示袁 在高收入国
家袁每 4人中就有 3人高中毕业曰
而在发展中国家袁 这个比例要低
得多遥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袁在更
广泛的意义上影响着我国的人才
基础袁 决定了我们能否为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提供同样的劳动力
野升级冶遥 而无论是因为缺乏父母
陪伴造成的情感缺失袁 还是因为
基础教育落后导致的升学 野断
档冶袁都可能会成为制约我们实现
野关键一跃冶的因素遥

最近袁中国精准扶贫项目野一
村一园计划冶荣获有野教育界诺奖冶
之称的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
奖遥 该计划旨在为中国每一个村
建设一座幼儿园袁 以保障偏远落
后地区的学前教育遥 不要小看在
幼儿阶段播下的种子袁它往往会影
响一个孩子一生的走向遥 从人生
的第一级台阶开始袁 为孩子的成
长铺平道路袁他们的美好明天袁关
系到中国更加光明的未来遥 彭飞

06 观点 姻2018年 8月 6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危永华

如何防止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等不法行为反弹钥 如何彻底斩断伸向老年
人的黑手钥 叶指导意见曳 给出了明确的答
案要要要我国将建立形成专业高效尧统一规
范的卫生健康执法监督队伍袁实现医疗卫
生行业综合监管法治化尧规范化尧常态化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叶关于改革完
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
见曳袁提出到 2020年袁建立职责明确尧分工
协作尧科学有效的综合监管制度遥 叶指导意
见曳同时要求加强健康产业监管袁制定完
善新型健康服务监管政策袁加强对医疗卫
生与养老尧旅游尧互联网尧健身休闲尧食品
等领域融合产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的监管袁完善投诉和维权机制遥

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尧全方位全周期
保障人民健康袁必须建立严格规范的医疗
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袁 加强全行业尧全
流程尧综合协同监管遥 同时袁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袁也离不开健康产业的有序发展遥 健
康产业是一个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
产业袁具有吸纳就业尧拉动消费尧促进公众
健康等特点遥 健康产业包括医疗卫生与养
老尧旅游尧食品等融合产生的多种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袁这些领域目前存在着鱼龙
混杂且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遥

健康产业的相关领域中袁保健品营销
市场广阔袁不算医疗保健器械袁仅保健食
品每年产值就达数千亿元袁而保健品也是
健康产业中最混乱的行业之一遥 近年来袁
老年人保健产品营销活动在各地屡见不
鲜袁其中不乏精心布置的消费陷阱袁甚至
是十分狠毒的骗局遥 一场野专家会诊冶尧一
次野体检赠送冶尧一些小恩小惠的礼品袁所
谓的野温情冶骗走了老人们省吃俭用得来
的几万尧几十万元甚至全部积蓄遥 高价购
得的野医疗器械冶尧包治百病的各种胶囊摆
满房间袁老人受骗后有的终日以泪洗面袁有的因对方
跑路而陷入维权困局袁有的甚至在绝望中含恨离世遥

保健品乱象已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遥 去年 7
月袁食品安全办尧食药监总局等九部门出台叶食品尧保
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曳袁 着手严厉打击违
规营销宣传产品功效尧 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等违法行
为遥 去年 9月袁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尧公安部尧工商总局
等 9部门召开全国食品尧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
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袁随后多部门联手开展了一次时
间跨度最长尧涉及范围最广的专项行动袁全国多地掀
起整治风暴袁一些问题严重地区重拳打击取得一定成
效遥 然而据报道袁整治风暴过后袁各地仍不乏顶风作案
者继续从事保健品欺诈活动遥

如何防止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不法行为
反弹钥 如何彻底斩断伸向老年人的黑手钥 此次出台的
叶指导意见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遥 根据叶指导意见曳袁我
国将建立形成专业高效尧统一规范的卫生健康执法监
督队伍袁实现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法治化尧规范化尧
常态化遥

伴随我国卫生健康执法监督队伍的建立和综合
监管的常态化袁不仅老百姓吃药看病将获得更多安全
保障袁 加强健康产业监管也将具有更强有力的保障遥
为了加强保障落实袁除了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袁发展改
革尧公安尧民政尧司法行政尧税务尧市场监管尧银行保险
监管等部门都要依法承担相应监管职责遥 叶指导意见曳
要求各部门要落实监管职责袁厘清责任链条袁细化责
任分工袁一旦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袁各部门都要共同承
担相应的责任遥

综合监管制度的出台袁将改变以往政出多门与问
责真空同在尧权力分散与部门利益丛生的局面遥 届时袁
在有关监管制度协调下袁对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等不法行为的整治风暴袁有望演变为长期化尧机制化
的监管常态遥 这不仅是对
百姓家庭财产安全的切实
保护袁 也将是人民健康全
方位全周期保障工作取得
的重大实效遥 樊大彧

中央提出要打赢的三大攻坚
战之一 野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冶袁
主要指防范金融风险袁自 2017年
4月金融工作会议以来袁 防范金
融风险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之一遥因为袁目前银行信贷规模庞
大袁债务率高袁有人测算袁中国房
地产贷款渊包括建房买房冤尧企业
债务尧 政府债务三者相加袁 高达
200多万亿袁 银行不良信贷率持
续上升遥 6月 14日的股市资料显
示袁 深沪两市共 26家上市银行袁
包括了国有四大行袁 负债率均在
90%以上袁 最高的宁波银行达到
94.32%遥 所以袁中央提出的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冶的近期任务野三去
一降一补冶袁其中的野去杠杆冶就是
针对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袁 实际
是要求降低杠杆率袁 而不是完全
不要杠杆袁只要金融存在袁杠杆始
终都会有遥 杠杆率高低与金融风
险成正比袁杠杆率越高风险越大袁
这次房地产调控袁 纷纷提高居民
购房首付比例就是降低杠杆率袁
防范金融风险袁以前首付 10%袁意
味着要向银行贷款 90%袁 杠杆率
高袁首付提高到 30%袁只需向银行
贷款 70%袁杠杆率就降低袁风险也
降低了遥

国家有金融风险要防范袁个
人有没有呢钥 也有袁而且袁目前个
人的金融风险问题也比较突出遥

个人的借贷行为就是金融行
为袁 经常听到亲朋好友谈论自己
或他人借贷投资受骗上当的事袁
有的血本无归袁怒气冲冲遥

目前中国金融诈骗问题十分
猖獗遥 据 2018年 5月 10日腾讯
证券报道院 已经曝光的 野庞氏骗
局 冶院 善林金融 600 亿 袁e 租宝

581.75亿袁中晋系 400余亿袁钱宝
300亿袁泛亚 430亿袁云惠联 3300
亿遥 如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不知
使多少人受害遥 小规模的金融诈
骗就难以计算袁 可以说几乎每个
县市以上的地域都出现过金融诈
骗案件袁骗子满天飞袁令人触目惊
心遥

金融诈骗的主要方式有院
有严密组织的集资诈骗遥 以

成立投资公司的名义袁非法集资袁
达到设定的目标后卷款逃跑遥

传销诈骗遥 以推销产品为依
托袁定硬指标任务袁以发展下线得
高额回报为诱饵尧 用暴力威胁的
手段诈骗遥

合伙投资诈骗遥以办企业尧或
做工程等合作投资名义行骗遥

高息借款诈骗遥 以高利息借
款投资为诱饵袁达到目标后外逃袁
或赖账不还遥

低息贷款诈骗遥 以低息为诱
饵放贷袁 借出后则通过各种名目
大幅度提高利息率遥 2018年 6月
6日腾讯财讯报道院你借 800元袁
还我一套别墅袁 女老板陷借款三
万滚成八百万曰 一大三女生贷款
1000元袁半年利息超 70000元袁被
逼跳楼曰一刚毕业大学生借 1500
元袁滚成 20余万遥

还有股票尧期货尧贷币投资袁
虽然是正规市场袁也存在风险遥腾
讯网 2018年 6月 8日报道院刘通
买比特币袁短短 3个月袁近 200万
血本无归遥 有的买股票袁 高位买
进袁碰上庄家出贷袁开盘跌停袁想
卖也卖不掉袁严重亏损遥

金融诈骗严重的原因主要有
三方面院

一是社会道德滑坡袁 拜金主

义风行遥
二是金融治理体系还不够完

善袁 效果有限要要要虽然政府在不
断加大对金融诈骗的打击袁但野道
高一尺袁魔高一丈冶遥

三是受害者贪心重遥 诈骗毕
竟不是偷抢袁是设陷阱自愿上钩袁
完全可以回避抗拒遥 产生这么多
的骗子就是因为存在太多见钱眼
开贪图高回报尧利令智昏的人群袁
总想钱来得又快又多遥实际上袁政
府一直在不断教育提醒国民珍惜
财富袁谨慎稳健投资袁不要诈骗上
当袁 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受害者
自投罗网遥 连身为法官的张女士
也会受骗上当袁 被骗子拉去搞传
销袁 近 30万打水漂遥 渊2017年 8
月 27 日叶每周文摘曳摘自叶华商
报曳冤

要根本消除金融诈骗袁 也必
须从三方面着手院

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教
育袁大幅度提高国民素质袁创建诚
信社会袁抑制拜金主义歪风袁让想
以诈骗为生的骗子越来越少遥

其次袁 个人要时刻保持清醒
头脑袁不受骗上当遥最重要的是清
除拜金主义思想袁防范利令智昏袁
要始终坚信靠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的理念袁不要想着发意外之财遥天
上不可能掉下馅饼袁 也没有免费
午餐遥高利率尧高回报从来都是诱
饵要要要让最先的少数一些人得
利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受害遥

第三袁政府要完善金融监管袁
建立诚信制度袁让骗子无空可钻曰
对行骗行为严加惩处袁 让违法成
本高得令人畏惧遥

解决金融诈骗问题袁 全社会
必须共同努力遥

如何防范个人的“金融风险”
阴周邦园渊市委党校冤

为留守儿童铺好人生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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