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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跑断腿，
盖章跑断腿
，
证明满天飞—
证明满天飞
——

恼人的
“奇葩证明”
如今还有吗？
办理出境游手续被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兑换破损钞票被要求证明“非被人为故意破坏”……曾几何时，各种令人啼
笑皆非的“奇葩证明”不仅让群众办事身心俱疲，
也让基层部门不堪重负。
2018 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作出多个重要部署，要求全面清理“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
等各类无谓证明，司法部负责组织实施。两年过去了，这项工作现在进展如何？有什么进一步的目标举措？记者对有关部
门和地方进行了采访。

（元/500 克）

9 月 10 日

为证照办理“做减法”
北京市民李先生打算近期申请保障性住
房资格，
他在咨询住建部门后得知，
从今年起，
北京市保障房资格申请手续已取消全部纸质
证明，所有申请家庭成员只需填写
“收入、
住
房、
财产”
等情况，
无须再提供多份申请材料。
“原以为得奔波好几趟盖章子，
没想到程序简
化了这么多，
实在是太方便了！
”
他高兴地说。
“盖章子”的减少，得益于 2018 年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开展的证明事项清理工作。
记者从司法部获悉，
司法部专门成立由部长
担任组长的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清理工
作联络机制，开设“群众批评——证明事项
清理投诉监督平台”接受群众投诉，并及时

将全面推广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制

督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开展清理，按
期完成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取消“户口迁移证明”等
11 项证明事项；
司法部取消涉及律师执业管
理等 28 项证明事项……据司法部统计，
截至
2019 年年底，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
项 13000 多项。从群众投诉量看，2018 年 9
月投诉监督平台开通当月共收到群众反映
相关问题 865 件，
2019 年 11 月共收到群众反
映相关问题15件，
投诉量大幅度下降。
据悉，司法部正在汇总审核国务院相
关部门拟保留证明事项清单，为证照办理
进一步“做减法”。

根据国办有关深化“放管服”
改革重点任务的分工方案，今年要
在全国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徐志群表示，经过一年多的试
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已经
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做法，初步具备在全国全面推行
的条件和基础。
根据部署，司法部将在总结试
点工作经验基础上，针对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精准
发力，推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全
面推行。
据悉，司法部正在酝酿出台相
关指导意见，就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的具体内容、任务目标
和工作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努力通
过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充分发挥
“减证”与“便民”作用，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
激发经济社会活力。
“‘奇葩证明’问题的产生，根
本在于政府履职不到位。从开展
证明事项清理到推广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这是一个逐步深化、不
断渐进的过程，也是政府提升治理
能力的重要方式。下一步，我们将
在指导意见出台后，组织各地区、
各部门加强对指导意见的学习，交
流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典型
经验，及时督促指导这项工作全面
推行，努力让群众更加满意。”徐志
群说。
据新华社

让群众办事少跑腿
编制“一”张承诺清单、提供“二”类承诺
模板、建立“三”种承诺制度、打好“四”种承
诺补丁……这是浙江省台州市在打造“无证
明城市”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通过
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台州市县两
级现已取消 7000 多项证明材料，努力让群
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在
办理有关许可登记等事项时，以书面（含电
子文本）的形式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
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当
事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行
政机关不再向其索要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
予以办理。
2019 年 5 月，司法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
部署组织天津、上海、四川等 13 个省、直辖
市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 5 个部门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试点工作。试点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
高度重视，普遍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工作流

程，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强化信用惩戒等手
段促进改革措施落实落地。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副局长徐
志群介绍，从试点情况看，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的推行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了群众
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企
业群众反映良好。
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为例，报考人
员不用再专门提交学历等证明材料，只需登
录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网站下载并签署《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报考承诺书》即可，资格审核部门通过
内部核查、信息共享等手段对其承诺信息进
行动态核验。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试点地
区和部门累计试点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约
2500 项，涉及公安户籍、交通运输、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不动产登记、教育、科技、司
法行政等 60 多个领域，有效缩短了群众办
事时长、节约了行政服务成本。

辽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长期以来，
“ 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
府买单”现象困扰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
辽宁省通过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体系，
出台配套办法，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取得
积极成效。
辽宁省生态环境厅近期对社会公开
发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配套办法，
内容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办法、生态环境

损害修复管理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信
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办法（试行）等。
据了解，从 2018 年 7 月开始，辽宁省
就印发实施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进行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辽宁省损害赔偿
制度体系基本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队伍不断壮大，损害赔偿案例试点逐步
推进，强化省直部门联动，推动形成合力，

黄金周租车旅游要趁早
□记者 梁东辉
对于无车一族来说，国庆节
长假高速免费通行也是一种诱
惑。近日，记者从我市多家汽车
租赁公司了解到，为迎接“十一”
黄金周的到来，多家汽车租赁公
司早在一周前就开始推出国庆
租车预订，不乏多项优惠服务，
意在抢占国庆租车市场。
昨日上午，记者在解放大街
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内看到，不
时会有市民打来电话咨询国庆长
假期间的租车问题。一位正在店
里咨询租车的市民张先生说，他
是个自驾游爱好者，平常就喜欢
跟朋友或家人一起租车出游，这
次“十一”长假也打算举家出游。

农副产品零售价格

依法严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辽宁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李国
军介绍说，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
一个重要目的是实现损害担责。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确立了损害担责的原则。建
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修复
受损生态环境。
据新华社

开学季学生防护用品热销
□记者 梁东辉

去年
“十一”
长假的时候租车下手
晚了，
没有订到自己心仪的车型，
这次提前半个多月就来预订了，
希望可以租到。
据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
介绍，周一至周四租车的价格较
便宜，而周五至周日租车价格较
贵，遇到“五一”
“十一”和春节这
种长假，租车公司还会将租车价
格上调。今年的预订高峰来得比
往年要早，很多消费者都担心预
订晚了会租不到自己偏好的车
型，
便纷纷提早下订单，
很多经济
型车都处于预订满额状态，如大
众迈腾、别克君威等热门车型的
咨询量、
预订量都相当高。

近日，我市各中小学校已经陆续开学，和以往的开
学季不同，今年除了书包、水壶、文具等开学必备品，口
罩、消毒湿巾、免洗消毒凝胶等防护用品成学生群体刚
需，
不少药店的学生防护用品热卖。
昨日上午，记者走访工业街上多家医药连锁药店发
现，每家药店都设相似的学生防护用品专区，各种防护
用品整齐摆放，
备货充足。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我市各大超市，
在出入口显眼的位
置大多设有消毒防护商品专区，
陈列着各种大包装和小包装
便携式的杀菌湿巾、
免洗消毒液和一次性医用口罩。洗护专
区的货架上，
则摆满了便携免洗洗手液、
抑菌洗手液等。
“近段时间超市的口罩、洗手液、消毒湿巾、面巾纸
等防护用品货源比较充足，疫情发生以来，免洗消毒液
和消毒湿巾销量都很好，这段时间学生陆续开学，便携
式的免水洗消毒凝胶销量明显增长。”一家大型超市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超市目前防护用品货源充足。

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价格

豆角

新鲜一级

5.5

蒜苔

新鲜一级

7

土豆

新鲜一级

2

黄瓜

新鲜一级

3.5

莴笋

新鲜一级

5

有机菜花

新鲜一级

4

西红柿

新鲜一级

3

老姜

新鲜一级

10

菠菜

新鲜一级

5

白萝卜

新鲜一级

1.5

金针菇

新鲜一级

5

青椒

新鲜一级

3

芹菜

新鲜一级

2.5

鲜羊肉

去骨统货

40

鲜牛肉

去骨统货

38

鲜猪肉

后鞧

27

鸡蛋

新鲜完整

4.5

监测地点：马家店农贸市场

成人高考报名了
□记者 朱琳
想要提高学识、学历水平，入读成人高校
是一个可行途径。记者从市招考办了解到，
2020 年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已于 9 月 7 日开始，
至 18 日结束。如果您有进入成人高校求学的
意愿，可要及时把握这个机会。
成人高校招生类型分为高中起点升本
科、高中起点升专科和专科起点升本科 3 种。
在校学习形式分为脱产、业余和函授 3 种。今
年我省成人高校招生报名有网上填报基本信
息及身份验证、报名资格审核、网上缴费等环
节。报名须由考生本人操作，不得找他人代
报。考生须于 9 月 7 日至 16 日期间每天的 9：
00 至 22：00，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完成
注册、身份验证等报名环节。
以专升本考试为例，
各学科门类全国统考
科目均为 3 门，两门公共课为政治、英语，一门
专业基础课则根据招生专业所隶属的学科门
类确定。此次考试定于10月24日、
25日举行。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等
23家社会组织被降级
民政部 9 日发布公告，降低 23 家社会组
织评估等级，其中，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等 8 家
从 4A 级降为 3A 级，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等
13 家从 3A 级降为 2A 级，中国建筑业协会从
5A 级降为 4A 级，中国中药协会从 4A 级降为
2A 级。
民政部公告显示，以上 23 家社会组织存
在连续 2 年年度检查基本合格、上年度年度检
查不合格或上年度未参加年度检查、受相关
政府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民政部依据《社会
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对其做出降低评估等级
处理。
民政部要求，被降级的 23 家社会组织须
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原评估等级证
书、牌匾退回民政部，换发相应的评估等级证
书、牌匾。拒不退回（换）的，由民政部公告作
废。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