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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公安部获悉，9 月
20 日起，机动车销售企业可提
供购买车辆、购置保险、选号登
记等全流程服务， 群众购车后
无需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

在 10 日召开的公安部新
闻发布会上， 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局长李江平介绍， 今年上半
年， 公安部推进在机动车销售
企业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发
放临时行驶车号牌等措施，购

车群众领取临牌后即可上路行
驶。新政实施以来，交通管理服
务站共发放临时行驶车号牌
230多万副。

据了解， 此次改革在推进
购车上牌一站办结的同时，还
将查验、审核工作前置化，实现
销售前车辆预查验、 资料预审
核、信息预录入。群众购车后直
接选号办牌，当场领取行驶证、
登记证书、临时号牌，正式号牌

邮寄到家， 变多个环节为一个
环节， 最大限度地压缩等候时
间，实现登记上牌更高效、更优
体验。

据李江平介绍， 该措施将
自今年 9 月 20 日起在直辖市、
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计划单
列市等大中城市率先推行，年
底前在全国全面推行， 逐步增
加机动车销售企业代办网点数
量，实现服务全覆盖。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除购车上牌一站办结外，租赁
汽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
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
等便捷快办服务以及全面推
进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
“两个教育”网上学习、交通事
故多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等
网上交管服务也将于 9 月 20
日起推行。

/新华社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9 月
20 日起，租赁汽车承租人可以
通过“交管 12123” 手机 APP
网上查询、 自助处理租赁汽车
交通违法，免去两地奔波。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
巡视员刘宇鹏介绍，因为承租
驾驶人大多既不在违法行为
地， 也不在机动车登记地，没
有办法按照现行的程序处理
汽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控

记录的交通违法。 为此，公安
部专门制定了《汽车租赁期间
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了租赁车辆交通
违法处理机制。

据了解， 对交通技术监控
记录的租赁汽车交通违法，承
租驾驶人可通过交管“12123”
手机 APP 自助处理。 同时，承
租驾驶人在违法行为地或者机

动车登记地交管部门窗口处理
时， 不再要求提供租赁汽车行
驶证， 而是由信息系统自动核
对租赁关系。

此外， 如承租驾驶人没有
对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及时处
理，经过租赁企业的申请，公安
交管部门可以将交通违法记录
转移到承租驾驶人名下， 并通
过在租赁合同中确认的联系方
式， 及时告知承租驾驶人处理

交通违法。
“对承租驾驶人的交通违

法， 租赁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
服务平台查询， 便于租赁企业
掌握本企业车辆的交通违法。 ”
刘宇鹏说， 通过租赁企业提醒
告知、 公安交管部门精准告知
等手段， 可督促承租驾驶人处
理交通违法， 充分发挥交通违
法查处警示效果。

/新华社

为了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维
护良好网络秩序， 保障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建
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10日就《网络生态
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
间为2019年10月10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信息
内容生产者禁止制作含有违反
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损害
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散布虚假信
息， 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
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等内容

的违法信息。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

制作含有带有性暗示、 性挑逗、
性诱惑的；展现血腥、惊悚等致
人身心不适的； 宣扬炫富拜金、
奢靡腐化等生活方式的；过度炒
作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使用
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
等内容的不良信息。

对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
台，征求意见稿提出应当切实履
行网络生态治理主体责任，加强
本平台生态治理工作。网络信息
内容服务平台采用个性化算法
推荐技术推送信息的，应建立健

全人工干预机制，建立用户自主
选择机制。 同时，还应当在首页、
账号页面、信息内容页面等显著
位置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

关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
用者，征求意见稿要求，在以发
帖、回复、留言、弹幕等形式参
与网络活动时， 积极弘扬正能
量，不得复制、发布、传播违法
信息，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不得
利用网络和相关信息技术，实
施侮辱、诽谤、威胁以及恶意泄
露他人隐私、散布谣言、人肉搜
索等网络侵权、网络暴力行为，
侵害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法权

益。 此外，还规定不得通过人力
或者技术手段实施流量造假、
流量劫持以及虚假注册账号、
批量买卖账号、操纵用户账号等
行为，破坏网络生态秩序。

“网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
网络信息服务严重违规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 ”征求意见稿还指
出，对严重违反规定的网络信息
内容服务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
产者和网络信息内容使用者依
法依规实施限制从事网络信息
服务、网上行为限制、行业禁入
等惩戒措施。 /新华社

第七届非遗节将聚焦
“非遗 + 文旅”融合

记者 10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
获悉，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 将于 10 月 17 日至
22 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聚焦非遗
传承植入文化和旅游融合，推动建
设成“非遗 +文旅”的新场景。

在此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局长谢金英表示，第七届非遗节由
文化和旅游部、 四川省人民政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将安排
4 大主体活动， 包括国际论坛 7
场、 非遗博览园主场活动 74 场、
四川及成都主题分会场及配套活
动 449场（包括非遗之旅活动 40
场），近 100个国家参与。

据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副司长胡雁介绍，此次非遗
节不仅举办“非遗传承与旅游发
展”国际论坛，还首次将非遗植入
文旅市场，推出非遗之旅线路产品
和非遗项目体验基地。

据悉，四川省文旅厅已于 7月
公布了 10 条“非遗之旅”线路和
171个非遗项目体验基地。非遗节
期间，文旅部还将在成都开展全国
非遗线路征集的启动仪式。 成都
市也将公布 10 条非遗旅游线路、
40 个非遗项目体验基地， 并组织
市民、游客进行参观体验。

据胡雁介绍，非遗节期间还将
首次举办非遗传承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成果展，展现各地非遗
传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多种路径和实践成果，展示非遗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

据悉， 非遗节还将举办 200
余场非遗社区实践活动。 通过指
尖上的非遗、舌尖上的非遗、非遗
大师面对面等活动，把非遗节办到
老百姓身边。

/新华社

我国将推动浓缩洗涤
剂应用和普及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10 日
表示，我国将大力推动浓缩洗涤剂
在生活中的应用和普及，完善洗涤
用品的标准，倡导绿色消费。

辛国斌是在 10 日中国洗涤
用品工业协会在京召开的中国洗
涤用品行业洗涤剂浓缩化绿色发
展峰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与普通洗涤剂相比，浓缩洗涤
剂提高了单位体积的洗涤剂有效
成分含量，增强了洗涤效果，也减
少了非有效化学品和水的使用。
《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浓缩
（高效） 洗衣粉占洗衣粉总量的比
重达到 20%，浓缩（高效）液体洗
涤剂占液体洗涤剂总量的比重达
到 20%。

当前，消费者使用习惯逐步改
变，市场不断拓宽。以蓝月亮为例，
从率先推出浓缩洗衣“泵”到生物
科技洗衣液，通过不断完善产品品
类，2018 年浓缩洗涤剂产品在天
猫旗舰店销售占比超过 15%。 立
白、 浪奇等品牌将洗涤升级为洗
护，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理事
长汪敏燕说，随着用户认知度的提
升， 浓缩洗涤剂市场将进一步打
开。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将大
力推动浓缩洗涤剂标志认证，普及
正确使用方式，号召消费者选择和
正确使用浓缩洗涤剂，推广低碳生
活，净化环境。 /新华社

购车上牌可一站办结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可通过手机APP自助处理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社会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
这需要形成有利于他们成长和
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记者 9日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将
根据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工作
特点，实行差别化技能评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
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
才评价制度的意见》中提出，在
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框架基础
上，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评价，
要突出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关
键生产技术难题要求， 并根据
需要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
法等方面的要求； 对知识技能

型人才的评价， 要围绕高新技
术发展需要， 突出掌握运用理
论知识指导生产实践、 创造性
开展工作要求； 对复合技能型
人才的评价， 应根据产业结构
调整和科技进步发展， 突出掌
握多项技能、 从事多工种多岗
位复杂工作要求。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 将坚持把品德
作为技能人才评价的首要内
容， 全面考察技能人才的工匠
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从
业行为，强化社会责任。

这位负责人表示， 要建立并

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符合条
件的用人单位可结合实际面向本
单位职工自主开展， 并可按规定
面向本单位以外人员提供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服务。 符合条件的社
会培训评价组织可根据市场和就
业需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

在深化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制度改革方面，这位负责人说，
对准入类职业资格， 继续保留
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 对关
系公共利益或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
安全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
要依法依规转为准入类职业资

格。 对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人身健康、 生命财产安全关系
不密切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
格，要逐步调整退出目录，对其
中社会通用性强、专业性强、技
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
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
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这位负责人要求， 要进一
步明确政府、市场、用人单位、
社会组织等在人才评价中的职
能定位；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市
场机构以及企业、 院校等作为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提供技能
评价服务。 /新华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不同类型技能人才将实行差别化技能评价

据介绍， 资助政策方面，
技工院校全日制的一、 二、三
年级学生， 可按照 2200 元 /
年的标准， 享受免学费政策。
符合条件的技工院校全日制
一、二年级学生，可按照 2000
元 / 年的标准，享受国家助学
金政策。 由中级工班升入高级

工班、 技师班的全日制学生，
可分别按照 3%和 16%的比
例，享受高校奖学金和助学金
政策， 标准分别为每生 5000
元和生均 3000 元。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对公
办技工院校中级工学习阶段
的学生免收学费， 高级工班

和技师班学生参照普通专科
收费标准， 民办技工学校收
费标准由学校自主确定。 技
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
技师班毕业生， 分别按照中
专、 大专和本科学历享受同
等待遇。

人社部门郑重提醒，广大

学生和家长要主动监督学校
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切
实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凡
不在目录范围内的院校和专
业， 均未经人社部门批准，请
学生和家长谨慎选择，可电话
联系省市人社部门咨询和举
报。 /新华社

人社部门提醒：

学生和家长应参考经审核公布的技工院校招生目录
江苏省人社部门近日公布经审核的全省 104 所技工院校招生目录。人社部门提醒，技工院校学生按规定享受资助政策，毕业生与中

专、大专、本科学历享受同等待遇。 家长和学生应参考经审核批准的招生目录，主动监督学校收费项目，维护好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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