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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务院昨日召开第
四次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上海分
会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
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贯彻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和李
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要求，按照
十一届市纪委五次全会部署，全
力以赴推动全市政府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全面
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
强保障。

龚正指出，要深化认识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本质、政治内涵
和政治要求，深化认识加强政府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对上海落实国家战略、完成历
史使命的重大意义，深入剖析共
性问题和症结根源，拿出更坚决
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整改整
治，把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龚正强调，要坚持把政府系
统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

从党史中汲取反腐倡廉的智慧
和力量，把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筑得更牢。要坚持深化“放管
服”改革，以建设国家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城市为契机，用权力

“瘦身”促进反腐“强身”，用监管
创新促进监管廉洁，用服务创新
促进政务清廉。要坚持以制度
建设推动常态长效，把正风肃纪
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
进治理贯通起来，让权力始终在
阳光下运行。要坚持毫不松懈
纠治“四风”，把为群众办实事、
为基层减负增能、倡俭戒奢做到
位。要坚持严防资金资源密集
领域腐败问题，同时持续整治群
众身边的“微腐败”，切实维护好
群众切身利益。

龚正指出，全市政府系统各
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四责协同”机制，坚决把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责任抓
在手上、扛在肩上，坚决把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政的要求落实
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点一桌子菜剩一大半、吃自
助餐拿太多吃不完……这种情
况商家能否收费？26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反食
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
进一步规定。

此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一
审稿对此已经作出了规定。此
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进一
步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
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
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收费
标准应当明示。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
融与农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
蕊对此认为，收取厨余垃圾处理
费用的具体标准如何确定，仍然
有待进一步考量。她建议，可遵
循试点先行、分步骤审慎推进的
原则，充分保障餐饮消费者知情
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各项
权利，强化有关部门对餐饮服务
价格的监督检查，避免厨余垃圾
处理费用的收取导致餐饮消费

价格不适当提升。
同时，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浪

费的定义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
明确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
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
目的合理利用，包括废弃等。

草案二审稿还进一步明确反
食品浪费工作的牵头部门和有关
执法主体。根据草案，国务院发
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全国反食
品浪费工作的组织协调。餐饮
服务经营者的有关违法行为，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实施处罚。

此外，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捐
赠相关规定作出进一步完善，删
去有关捐赠临近保质期食品的
表述，明确民政、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等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等
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捐赠
食品。同时增加规定，国家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食品捐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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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

点餐浪费要收费？草案：标准应明示

本报讯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日主持召开市政府
常务会议，强调按照市委部署要
求，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城市安全
运行有关工作，加快推进环城生
态公园带规划建设。

会议指出，“五一”小长假将
至，节庆活动较为密集。各部
门、各区在多措并举营造好欢乐
祥和节日氛围的同时，要时刻绷
紧安全这根弦，思想上不能有任
何松劲，管理上不能有任何松
懈，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确保城
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要全力抓好大客流交

通组织保障，加强动态数据的共
享利用，精准匹配运力，切实做
好大客流应对和疏导。要全力
抓好重点区域安全管控，聚焦
热门景点、出城返城口、城市
交通枢纽等关键场所，深化隐
患排查，强化应急值守，细化
预案方案。要持续强化“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策
略，持续推进疫苗接种，持续
加强防疫“三件套”“五还要”
宣传引导。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加快推
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的
实施意见》。

工信部26日公开征求《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
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从事
App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应遵
循“知情同意”“最小必要”两项
重要原则，应当采取非默认勾选
的方式征得用户同意。

征求意见稿对App治理的全
链条、全主体、全流程予以规范，
规定了 App 开发运营者、App 分

发平台、App第三方服务提供者、
移动智能终端生产企业和网络
接入服务提供者在App个人信息
保护方面的具体义务。

征求意见稿提出，App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应当采用合法、正当的
方式，应当在App登录注册页面及
App首次运行时，通过弹窗、文本
链接及附件等简洁明显且易于访
问的方式，向用户告知涵盖个人
信息处理主体、处理目的、处理方

式、处理类型、保存期限等内容的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应当采取非
默认勾选的方式征得用户同意；
应当尊重用户选择权等等。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应当
在对应业务功能启动时，动态申
请App所需的权限，不应强制要
求用户一揽子同意打开多个系
统权限，且未经用户同意，不得
更改用户设置的权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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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民众旅游
探亲需求强劲复苏、集中释放，
机票、门票、酒店等预订量已显
著超过2019年同期，全国客流量
将达2.5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
将出现假日出行高峰。公安部
交通管理局26日发出交通安全
预警提示。

公安部研判，自驾出行风险
突出。热门旅游城市、重点景区
道路交通压力倍增，路况相对陌
生导致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截至

今年3月底，全国私家车保有量
已达2.29亿辆，假期中长途自驾
出行大幅增多，风险突出，近3年

“五一”假期较大事故中私家车
肇事占比接近六成。节日期间
首日、倒数第二天和尾日为出行
高峰，驾驶人易出现违法超车、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事故风险
增大；近年“五一”假期夜间事故
突出，19时至21时有人员死亡
事故集中，18时至20时较大事
故约占20%。

今年“五一”主干路网流量风
险加大，其中高速拥堵程度预计
同比增长超10%；客货运输旺盛
需求，意外风险上升；酒驾醉驾、
超员超速、违法会车、不按规定
让行等违法行为易发多发；春夏
季节转换，驾驶人疲劳驾驶风险
加大。另据预报，4月26日至5
月 5 日，南方地区多降水天气，
可能给假期交通安全带来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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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熟鸡蛋变成生鸡

蛋并孵化出雏鸡的论文在网上

疯传。许多网友表示，一个敢写

一个敢发，此等反智论文究竟是

如何过审的？

该论文全称《熟鸡蛋变成生

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

的实验报告》，由《写真地理》杂

志刊发，作者郭平、白卫云，单位

郑州春霖职业培训学校。

论文描述，该校师生在教室

里，通过用超心理意识能量方

法，便将煮熟的鸡蛋返生成功；

返生后的鸡蛋孵化成雏鸡，并已

经成功返生了40多枚。

记者查阅发现，《写真地理》

杂志是由吉林省新闻广电局主

管、吉林省舆林报刊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主办的国家正规出版期

刊。与此同时，该文还被中文三

大期刊数据库之一的《维普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

如此反科学的文章堂而皇之

登上学术期刊，究竟是在侮辱大众

的智商，还是有什么灰色利益链条？

教书育人的老师本该为人

师表，发表这样的论文给学生起

到了什么样的示范作用？退一

万步讲，也是缺乏科学精神。同

时，正规学术期刊对伪科学论文

大开绿灯，小了说是把关不严、

自贬身价，大了说是败坏了学术

风气、伤害了科技事业。

希望有关部门对此深挖彻

查，还教育和科研一个清朗空

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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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纠治“四风”不松懈
倡俭戒奢做到位

上海扎实做好城市安全工作
营造欢乐祥和的“五一”氛围

军人崇尚和珍惜荣誉，将荣

誉视为生命。26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军人地位

和权益保障法草案二审稿明确，

军人的荣誉和名誉受法律保

护。军人获得的荣誉由其终身

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

程序不得撤销。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

人的荣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

誉，不得故意毁损、玷污军人的

荣誉标识。

草案二审稿提出，违反本法

规定，侵害军人的合法权益，造

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明确表彰方式、强化媒体责

任、扩大礼遇对象，根据有些常

委会委员、地方和社会公众建

议，草案二审稿增加以下规定：

国家通过授予勋章、荣誉称号和

记功、嘉奖、表彰、颁发纪念章等

方式，对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

军人给予功勋荣誉表彰；广播、

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

积极宣传军人的先进典型和英

勇事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走访

慰问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

军人的遗属，地方人民政府为其

家庭悬挂光荣牌，举行重要庆

典、纪念活动时邀请军人家属和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

的遗属代表参加。

有些常委会委员、单位和社

会公众提出，本法是军人地位和

权益保障法，应突出军人特殊地

位和职责使命，建议专章对军人

地位作出规定。对此，草案二审

稿增加“军人地位”一章，规定军

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

量基本成员，是全国各族人民爱

戴的人民子弟兵，是人民军队捍

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

坚强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并相应

规定军人担负的具体职责使命。

此外，草案二审稿还对女军

人特殊权益保障作出规定，女军

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军

队应当根据女军人的特点，合理

安排女军人的工作任务和休息

休假，在生育、健康等方面为女

军人提供特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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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拟明确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荣誉

App个人信息处理不可默认勾选

工信部

公安部

“五一”全国2.5亿人次将出行

[评论] 一个敢写一个敢发，反智论文何以过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