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健食品声称的

保健功能将面临调整或取消
为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保健功能

声称管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
关于征求调整保健食品保健功能意见
的公告, 将对保健食品的部分保健功能
声称表述进行调整或取消,对一些保健
功能进一步研究论证遥

首批拟调整功能声称表述的保健
功能包括免疫调节尧抗疲劳尧改善骨质
疏松尧改善胃肠功能尧减肥尧美容等遥 功
能声称表述调整发布后, 保健食品产品
注册证书持有人或授权生产企业可直
接调整其产品的包装尧标签尧说明书中
的相关功能表述,无需单独申请变更注
册,已上市产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处
于受理审评审批过程的, 审评机构将直
接调整功能声称,申请人无需补正遥

拟取消的保健功能包括改善皮肤
油分尧促进泌乳尧抑制肿瘤尧预防青少
年近视等遥 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的保
健功能包括辅助降血脂尧血糖尧血压袁
促排铅等遥 李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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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3日发布
叶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曳, 要求
未成年人节目不得诱导未成年人
谈论名利尧情爱等话题,不得宣扬
童星效应或者包装尧 炒作明星子
女, 不得肯定尧 赞许未成年人早
恋遥 该管理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30日起施行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
言人介绍该规定出台背景时说,
近年来, 部分未成年人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节目中,出现炫富尧炒
作明星子女尧包装野童星冶尧成人
化表演尧低俗调侃尧侵犯隐私权
等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其
中个别节目有野商业化尧成人化
和过度娱乐化冶倾向,引起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遥
规定要求, 邀请未成年人参

与节目制作, 应当保障未成年人
安全和充足的学习尧休息时间,其
服饰尧 表演应当符合未成年人年
龄特征和时代特点, 不得泄露或
者质问尧引诱未成年人泄露个人
及其近亲属的隐私信息, 不得要
求未成年人表达超过其判断能力
的观点遥

根据规定,未成年人节目应
当严格控制设置竞赛排名,不得
设置过高物质奖励,不得诱导未
成年人现场拉票或者询问未成
年人失败退出的感受;情感故事
类尧矛盾调解类等节目应当尊重
和保护未成年人情感,不得就家

庭矛盾纠纷采访未成年人,不得
要求未成年人参与节目录制和
现场调解,避免未成年人目睹家
庭矛盾冲突和情感纠纷 ;未成年
人节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未成
年人进行品行尧 道德方面的测
试 , 放大不良现象和非理性情
绪遥

此外 ,规定要求 ,不得利用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
告代言人 , 未成年人广播电视
节目每小时播放广告不得超过
12 分钟 ; 未成年人网络视听节
目播出或者暂停播出过程中 ,
不得插播尧展示广告 ,内容切换
过程中的广告时长不得超过
30 秒遥 小桦

日本 1日开始施行新签证政
策, 放宽外籍劳动者进入日本的
条件,以解决野用工荒冶难题遥 日本
媒体注意到, 日本长期严格限制
移民入境, 如今这一政策出现重
大转向遥

日本国会去年 12月修订叶出
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曳遥这部移
民法律今年 4月 1日生效遥 根据
新签证制度, 外籍劳动者如果具
备特定的日语能力和职业技能 ,
可向日本移民管理部门申请两类
签证遥

其一是 野特定技能 1 号冶,申
请人在建筑尧农业尧医护等 14 个

行业工作, 签证有效期最长 5年,
不得携带配偶和子女赴日遥

其二是 野特定技能 2号冶,申
请人在建筑或造船行业具备熟练
技能,签证续签次数不受限,可以
携配偶和子女赴日遥

日本政府估算, 今后 5年可
能有多达 34.52万名外籍劳动者
申请野特定技能 1号冶签证,其中 6
万人供职于医护行业遥

一名法务省官员 1日告诉日
本共同社记者,第一批签证预期 4
月中旬发放, 已经在日本境内工
作一段时间的外籍劳动者有望最
先申领遥

长期以来 ,野移民冶 在日本
属于禁忌话题遥先前 ,日本接纳
的外籍劳动者仅限医生尧教授
等高等专业人才遥 随着日本人
口老龄化尧少子化现象日益严
重 ,劳动力减少 ,建筑尧农业尧医
护等行业尤其面临 野用工荒冶 ,
接纳外籍劳动者的讨论开始
增加遥

共同社报道, 现有将近 150
万名外国人在日本工作, 与 2012
年的 68万人相比大幅增加遥日本
新签证制度包含多项措施, 鼓励
外籍劳动力分散到日本地方工
作,而非扎堆于大都市遥 陈声

这是 4月 2日在德国汉诺威拍摄的野5G Arena冶展区内的 5G 字样投影灯饰遥
在本届汉诺威工博会上袁5G的工业应用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遥 主办方在本次展
会上专门设立了野5G Arena冶展区袁多家企业也纷纷展示各自在 5G技术上的成果遥

单宇琦 摄

日本移民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或 5年吸引逾 34万外籍劳动者

广电总局：

禁止宣扬童星效应炒作明星子女
贷款不用还浴

匈牙利通过新法律鼓励多生
匈牙利国会 4 月 1 日通过一项新

法律,寻求借助无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等
政策鼓励夫妻多生育遥

根据这项法律,年龄 40岁以下的女
性初婚时可以申请 1000万福林 (约合
23.4万元人民币)无息贷款遥 申请条件
包括夫妻中至少一人有职业,两人不得
有犯罪记录,没有拖欠税款遥

法律规定,一名女性从生育第一个
孩子的年份起,还贷可以暂停 3年;生育
第二个孩子时,可以减免三分之一贷款;
生育第三个孩子时,免除全部贷款遥 如
果至少生育 4个孩子,她可以永久免交
所得税遥

只是, 如果夫妻 5年内没有生育孩
子,需要补交利息遥 匈牙利 2016年生育
率为 1.45, 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
1.45个孩子遥 明霖

乌克兰总统选举

喜剧演员拔头筹
乌克兰总统选举 3月 31日平稳进

行遥 根据最新计票结果,喜剧演员弗拉
基米尔窑泽连斯基得票率领先, 但是仍
难超过法律规定确保直接胜选的 50%遥
如果没有候选人得票率超过 50%,乌克
兰将在 4月 21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
投票,由在本轮投票中得票率领先的两
位候选人直接对决遥

4月 1日早些时候, 乌克兰中央选
举委员会宣布对 15%选票的计票结果,
泽连斯基得票率为 30.01%,波罗申科得
票率为 16.76% , 季莫申科得票率为
15.01%遥 根据乌克兰选举法,如果在总
统选举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 50%以上
选票,则在本轮投票中领先的两名候选
人经由第二轮投票决出最终胜者遥新总
统应不迟于 6月 3日宣誓就职, 任期 5
年遥 刘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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