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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1 月 1 日开始袁叶保健食品
标注警示用语指南曳正式实施遥 这意
味着袁所有保健食品都必须在包装的
显眼位置印上这么一句警示语野保健
食品不是药物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
病冶遥 按照新规袁警示用语区应当位于
最小销售包装物渊容器冤的主要展示
版面袁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
20%遥 记者探访发现袁在一些超市或网
店袁未醒目标示警示语的保健食品仍
在正常销售遥 渊1 月 2 日叶北京晚报曳冤

长期以来袁保健食品的生产和营
销企业夸大宣传袁乃至刻意把保健食
品当药品卖袁 宣称其包治百病的现
象袁 都屡见不鲜而又备受诟病遥 2019
年 8 月 20 日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
发布叶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曳袁
明确要求保健食品包装警示语设置

要求袁概括一下就是野字体要大袁位置
要显眼冶遥

然而新年过后袁媒体记者对保健
品市场进行实地探访发现袁几乎没有
一款产品在外包装的显眼位置标注
上包含野保健食品不是药物袁不能代
替药物治疗疾病冶这一内容的警示用
语遥 有的保健食品上甚至没有任何警
示用语袁有的则将警示用语隐藏在多
行产品说明中袁就算是眼神好的年轻
人都需要仔细查找半天才能发现袁更
别说保健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老年人
了遥

在去年叶指南曳正式发布的时候袁
为了充分照顾到保健品生产和营销
企业的利益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允许
2020 年 1 月 1 日前生产的产品可以
售卖至保质期结束遥 2020 年 1 月 1 日

后生产的产品需要按照叶指南曳要求袁
执行警示语新规遥 所以现在市场上的
产品普遍还没有按照规定标注警示
语袁 我们可以理解为都是今年 1 月 1
日以前生产的袁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
一些保健品生产企业对新规的落实
不够积极的一面袁因为从去年 8 月份
叶指南曳发布距今已经过去了 4 个月左
右的时间袁有些保健品总的保质期还
不到 4 个月袁完全可以提前按照新规
来标注警示语遥

好的规定袁还须得到全面贯彻落
实袁才会发挥现实作用遥 对于保健食
品必须按照野字体大尧位置明显冶的要
求标注警示语的问题袁为了避免其流
于形式尧沦为空文袁还需要有关部门
通过严格的市场监管尧市场检查来督
促企业予以落实才行遥 天歌

近日袁贵阳市息烽县出台叶息烽
县进一步规范和整治办理酒席实施
方案曳渊以下简称叶方案曳冤袁其中提到袁
对违规操办者袁将影响县级各类惠民
补助获得和子女入学尧入党尧参加国
家公务员及各企事业单位招录遥

应该说袁规范整治酒席有其现实
必要性遥 笔者在进行易扶搬迁社区调
研时袁社区管理人员曾谈到袁有村民
由于家乡过频的婚丧嫁娶事儿袁不得
不经常向工厂请假袁甚至还会无故告
退尧离职遥 尽管这属于个别现象袁也有
部分人员规则意识薄弱等原因袁但多
少已暴露出酒席过频过多对正常生
产生活的影响遥

过频过多的酒席耗损村民精力袁
也增加村民经济负担袁 助长铺张浪
费尧攀比奢靡之风遥 这些野旁溢冶而出
的不良风气若不能得到遏制袁必然危

及乡土社会的朴素与纯真遥 息烽县出
台的叶方案曳的做法袁旨在引导尧规范尧
约束当地名目繁多的办酒恶习袁将民
众从苦不堪言却不能自拔的恶性循
环拯救出来袁无疑有着良好初衷遥 需
要注意的是袁叶方案曳中违规办酒席影
响子女入学尧考公务员甚至还可能影
响县级各类惠民补助获得等规定袁是
否有足够的法律依据遥

对于移风易俗袁民众并非没有共
识遥 升学要办酒袁买房买车要办酒袁甚
至出现过母猪生子都办酒的极端案
例遥 越来越高的人情成本袁可谓尽人
皆知遥 地方政府若能因势利导袁由党
政干部带头尧对村渊居冤民违规办酒行
为劝诫引导袁当然有助于刹住不良风
气遥 但是袁不管政府多么用心良苦袁其
规定或者治理措施袁 都要于法有据遥
如果缺乏法律依据袁不仅会让相关治

理野打折扣冶袁还会损害法治精神遥
许多地方开展移风易俗工作袁通

过制定并实施野村规民约冶袁从而激活
乡村社群的自治传统遥 如此办法看似
野温吞冶袁 却是推进移风易俗的高招遥
毕竟袁 如果不能从观念上开明释义袁
不仅难以扭转不良风气袁甚至会导致
部分群众想尽办法规避限制袁最终与
移风易俗的初衷相背离遥

在生活方式转型尧社会格局快速
变动的时代袁移风易俗不仅要和陈旧
落后的观念作斗争袁还要回应民众的
关切遥 这项工作是对民众的要求袁也
是对政府管理水平尧 施政策略的考
验遥 基层政府要想好如何拆解难题尧
如何因势引导袁下足野绣花针冶功夫袁
更得敬畏法律袁时刻保持对使用权力
的审慎谦抑遥

白毅鹏

据叶中国青年报曳报道袁
近日袁深圳龙岗警方连续打
掉两起以 野成功学尧 营销
学冶为幌子的涉嫌诈骗中小
企业经营者的犯罪团伙袁受
害者遍及各地袁很多人受了
骗却不自知遥 警方在调查
中发现院所谓的野成功学大
师冶 创办的这两家公司袁以
帮助中小企业主做营销策
划尧讲授课程等为由实施诈
骗袁 并以传销模式 野拉人
头冶发展学员遥

自称 野品牌魔法师冶野企
业华佗冶野营销鬼谷子冶野落地
财神冶袁宣称野我出团队袁我出
项目袁我出管理袁我出成本袁
而你坐等收益即可袁 月投资
回报 100%-3000%袁 年投资
回报 100-5000 倍冶要要要这些
所谓的野成功学大师冶演技着
实拙劣袁 头脑清醒者一眼即
可看出其中忽悠的成分遥 按
理说袁 中小企业主也算得上
见过世面的群体袁 不少人也
是所谓的野成功人士 冶袁为何
却成为了这类野成功学大师冶
定向收割的韭菜钥 难道仅仅
是因为他们想走捷径尧 一夜
暴富钥

答案恐怕不这么简单遥
上当受骗固然有中小企业主
自身警惕性不高的因素袁但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袁 其实更
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遥 从新
闻报道可知袁 这些中招的中
小企业主往往处于事业的低
谷袁即企业面临困难与危机袁
希望通过野成功学大师冶的指
点走出困境遥

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
的遥 笔者有位经营餐厅的朋
友袁在前两年生意好的时候袁
从来没想过寻求野成功学大师冶的帮助袁可
在 2019 年遭遇了经营困境袁在多次突围未
果的情况下袁 竟然也去上了几堂所谓的营
销课袁 在对方极力邀请参加高收费的高级
班后袁才幡然醒悟出了坑遥

说这些中小企业主病急乱投医也好袁
嘲讽他们天真幼稚也罢袁 但他们的出发点
都是希望能改变困境尧挽救企业袁这种发乎
本能的求生欲应该得到理解遥 在企业发展
遭遇困境袁在通过内力无法获救的情况下袁
他们只能向外部寻求救援袁 可相比于大型
企业袁 中小企业无论是从融资力度或政策
支持方面来说袁 都处于弱势地位遥 常规途
径行不通袁剑走偏锋落入野成功学大师冶们
布下的圈套袁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遥

而且袁政府部门尧相关政策对中小企业
的扶持袁往往体现在资金支持尧税收优惠等
野资本层面冶袁野知识层面冶相对较少遥大的企
业通常设有专门的战略规划尧 企业策划等
部门袁而中小企业囿于规模尧成本等因素袁
往往无力单设类似部门袁 因而对企业的长
期发展缺乏规划袁 遭遇行业低谷企业寒冬
时袁就会像乱飞乱撞的无头苍蝇袁难以摆脱
困境重回正轨袁这就为野成功学大师冶提供
了可乘之机遥

可见袁 在加大对这些围猎中小企业主
的野成功学大师冶和不法团队打击力度的同
时袁也要想办法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遥在
一如既往优化营商环境袁 加大对中小企业
融资支持力度的基础上袁 在知识层面为中
小企业主提供帮扶袁 也应成为下一阶段相
关部门重点发力的方向遥整合高校尧智库以
及正规营销策划机构的力量袁 为中小企业
提供科学有效实惠的企业规划尧营销思路尧
发展策略袁 让中小企业主面对低谷时不至
于太过惊恐袁知道该从何处着手开展自救袁
如此也就不会盲目将野成功学大师冶当成救
命的稻草了遥

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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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不是药物”

整治乱办酒席
能否限制违规者子女入学

近日袁 吉林省辽
源市龙山区站前社区
民政助理张文刚履职
不力致使他人违规领
取低保金问题被通报
曝光遥 2015 年 5 月至
2019 年 2 月袁张文刚
在低保动态监管工作
中不正确履行工作职
责袁 致使他人违规领
取低保金 1.28 万元遥
2019 年 9 月袁张文刚
受到政务警告处分袁
违纪资金予以收缴遥
这正是要要要低保监管
不严实袁 导致他人钻
空子遥 履职尽责为民
利袁精准落实才暖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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