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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要职业培训要““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
近日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印发 《《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的意见制度的意见》。》。那么那么，，什么是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什么是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度？？如何体现如何体现““终身终身””？？本期主持人为您进行解读本期主持人为您进行解读。。

问问：：针对不同就业群体针对不同就业群体，，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有哪些针对性举措有哪些针对性举措？？

主持人主持人：：在重点群体方面在重点群体方面，，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农民农民
工工、、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等群体将分别实施专项职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等群体将分别实施专项职
业技能培训行动计划业技能培训行动计划。。同时同时，，企业职工培训和高技能企业职工培训和高技能
人才培训也是此次文件突出强调的重点人才培训也是此次文件突出强调的重点。。据统计据统计，，目目
前全国技术工人占就业人员比重约为前全国技术工人占就业人员比重约为 2020%%，，其中高技其中高技
能人才只占就业人员的约能人才只占就业人员的约 66%%，，可见技能人才在整个人可见技能人才在整个人
才中处在短缺状态才中处在短缺状态。。从培训类型来看从培训类型来看，，在就业技能培在就业技能培
训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三大类型基础上创业培训三大类型基础上，，

《《意见意见》》 增加了工匠精神和职业素质培育等内容增加了工匠精神和职业素质培育等内容。。
问问：：职业技能培训如何体现职业技能培训如何体现““终身终身””？？

主持人主持人：：《《意见意见》》 提出建立并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提出建立并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制度训制度，，这里这里““终身终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首先，，
培训对象覆盖全体劳动者培训对象覆盖全体劳动者，，这里既包括就业人员这里既包括就业人员，，也也
包括准备就业创业的人员包括准备就业创业的人员。。其次其次，，培训补贴覆盖劳动培训补贴覆盖劳动
者终身职业生涯者终身职业生涯。。这意味着这意味着，，培训补贴不是只在工作培训补贴不是只在工作
岗位上才能得到岗位上才能得到，，而是从劳动预备开始而是从劳动预备开始，，到劳动者实到劳动者实
现就业创业的各个阶段现就业创业的各个阶段，，都有机会享受政府职业技能都有机会享受政府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培训补贴，，可以说贯穿了学习和职业生涯全过程可以说贯穿了学习和职业生涯全过程。。再再
者者，，技能评价激励活动覆盖劳动者培训就业全过程技能评价激励活动覆盖劳动者培训就业全过程，，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将更加多元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将更加多元，，提升技能提升技能
激励机制的渠道将更广泛激励机制的渠道将更广泛；；最后是提供全方位服务保最后是提供全方位服务保
障障，，国家将以公共实训机构国家将以公共实训机构、、职业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职业培训机
构和行业企业为主要载体构和行业企业为主要载体，，提供全方位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全方位职业技能培训
服务服务。。

问问：：如何让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这项制度真正落地如何让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这项制度真正落地？？

主持人主持人：：作为用工主体作为用工主体，，落实职工培训的主体应落实职工培训的主体应
该是企业该是企业。《。《意见意见》》 也强调也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用，，并为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全方位支持并为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全方位支持。。比比
如如，，在资金支持方面在资金支持方面，，技能培训补贴已经覆盖企业所技能培训补贴已经覆盖企业所
有技能人员有技能人员。。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等五类人员参加岗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等五类人员参加岗前
培训培训、、新招用和转岗人员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新招用和转岗人员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失业保险参保职工参加培训获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失业保险参保职工参加培训获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企业职工参加技师和高级技企业职工参加技师和高级技
师培训师培训，，都可以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都可以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在税收优在税收优
惠方面惠方面，，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可按规定在税前列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可按规定在税前列
支支；；在技术支持方面在技术支持方面，，充分发挥企业充分发挥企业、、院校在技能人院校在技能人
才培养中的双元作用才培养中的双元作用。。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韩秉志韩秉志））

在大多数城市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了稳定态势。不过，

近日个别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过热苗头，投机炒作有所抬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供需两端发

力，避免投机性需求大量进入市场——

近日个别地方楼市投机炒作有所抬头——

房地产过热城市须“踩刹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一旦需要展示个人信息，就需要相关平台对展示的个人信息

采取去标识化处理等措施，降低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

要避免个人隐私信息泄露，需要消费者、电商平台和相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

美团、饿了么将默认“匿名购买”——

外卖隐私信息将穿上“隐身衣”
本报记者 陈 静

一张小小的外卖订单，却包括了用
户的姓名、手机号、地址等核心隐私信
息。外卖平台美团和饿了么近日颇为默
契地宣布，从今年6月起，将默认“匿
名购买”，即对外卖买家的姓名和电话
号码进行隐藏。

外卖巨头们的举动是为了回应用户
对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的担忧。此前有报
道称，用户使用化名下单外卖，但随后
就有包括理财产品销售、房地产中介、
卖保健品、贷款等五花八门的骚扰电话
接踵而来，称呼的是用户点外卖时的化
名，由此可见，正是外卖网站造成了信
息泄露。

按照美团和饿了么的说法，从6月
起，外卖商家和配送“骑手”都只能通
过虚拟电话和应用内置的聊天工具联系
用户。饿了么宣布，最快从6月起，将
对每一笔订单的买家姓名、手机号等信
息作自动屏蔽处理，用户无需再手动勾
选“匿名购买”。订单完成后，虚拟号
码和聊天页面永久失效，“骑手”和商
家端保存的用户地址信息也将被隐藏。

美团方面则表示，将于6月在全国范围
默认开启号码保护功能，进一步加强对
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号码保护同样是
美团外卖去年起就推出的功能，用户开
启后将对商家和“骑手”隐藏用户真实
电话号码。

无论是匿名购买还是号码保护，其
实都不是新功能，只是过去需要消费者
在创建每笔外卖订单时手动选择开启。
北京网络工程师岳小龙告诉记者：“不
管哪家应用，之前保护隐私选项的位置

都比较隐蔽，而且选择之后应用内置的
聊天工具并不好用，经常拨不通，联系
不到配送‘骑手’。”此外，不默认勾选
还有商业成本的考虑，有业内人士透
露，网络电话的成本每分钟一毛钱左
右，这个成本只能由外卖平台负担，但
如果直接电话沟通，外卖平台并不负担
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表示，包括屏幕、
纸面等方式在内，一旦需要展示个人信

息，就需要相关平台对展示的个人信息
采取去标识化处理等措施，降低展示环
节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因此外卖平台
本身就承担着保护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的
义务。

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则
认为，外卖信息泄露主要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平台自身在用户信息安全上的
不足，造成黑客窃取信息等行为，这是
平台投入和技术能力不足造成的。另一
种是责任平台主动将信息和用户的隐私
出卖给第三方。”在默认匿名购买后，
两种信息泄露方式都有望得到遏制。

电子商务研究人士曹磊则认为，
要避免信息泄露，需要消费者、电商
平台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他说，
正在审议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中，明确
提出对未履行信息保护义务的，最高
处 50 万元罚款并吊销执照；构成犯罪
的，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外卖平台须
有所作为，不断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
技术管理措施，筑牢个人信息保护防
火墙。

哈尔滨等4市65人污染防治不力被问责

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本报记者 刘 瑾

近日，个别城市的楼市再度火爆，
购房者队伍排起“长龙”，一房难求。
过热苗头的原因几何？政策又该如何发
挥效应让投机炒作赶紧“刹车”？针对
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部
门和专家。

个别城市出现抢购

在大多数城市坚持因地制宜、因城
施策、分类调控不放松，保持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
场总体保持了稳定态势。从国家统计局
的最新统计数据看，一线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扩大，二三线城市同
比涨幅有所回落。

不过，近日个别城市房地产市场出
现了过热苗头，投机炒作有所抬头：

成都出现了几万人抢购千套住房，
买房队伍绵延几公里的场景；杭州出现
了大量市民为了获得购房摇号的资格，
在开发商指定银行排队等候购房诚意金
冻结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造成这些城市居民排
队抢购住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出台限价
政策，使新房价格比周边二手房价格更
低，这意味着“买到即是赚到”。

为了体现“公平”，一些城市又不
得不出台摇号政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说，目前全国摇号的城市已经
有8个，摇号可以说是无奈之举，短期
的确有效，起码可以公平一些，增加普
通人买到房的概率，但如果不配套其他
政策，只限价、只摇号，那么各种暗箱
操作可能会越来越多。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如此抢房
场景让大家对市场的真实温度失去了基
本判断，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市场依
旧火爆，加剧了市场的焦虑，扰乱了市
场的基本秩序和规律。

过热苗头原因何在

造成个别城市抢购新房的原因是什
么呢？不同城市可能原因不同。

在张大伟看来，最近出现房价上涨
的一些城市发布过人才引进的政策。人
才引进政策在客观上降低了购房门槛，
在吸引人才的同时，很可能将投机性需
求一并引进市场。

同时，市场变化可能进一步带来预
期的变化。马光远认为，新房市场抢购
现象，势必冲击购房者的神经，引发新
的恐慌。让一些人以为市场又要开始疯
涨了，于是在新房无望抢到的情况下，
开始下手二手房。

个别城市抢购新房与这些城市住房
供给不足可能有一定关系。而供给不足
是否完全由库存不足造成？

据了解，长沙市在5月14日集中约

谈80余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求达到预
售条件的房地产项目须于当周内上报销
售方案，并在限定时间内开盘，对构成
捂盘的项目和企业，除严格限定其按照
最初审批价格进行销售外，还将通过曝
光、约谈、纳入“黑名单”等手段，促
使其加快入市步伐，对捂盘情节特别严
重且拒不整改的，将暂停其参与长沙土
地市场招拍挂，即禁止其在长沙拿地。

由此可见，所谓供给不足引发的市
场火爆，在个别城市还与一些开发商可
能存在的捂盘惜售行为有关。

供需两端共同发力

房地产市场根本矛盾是供给与需求
的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必须从供需
两端发力。新一轮调控措施实施以来，
限购、限贷、限价、限号等措施，坚持
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的定位，从需求端发力，避免投机性需
求大量进入市场。

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还
应该在供给端上多做文章。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近日出台的 《关于进一
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 就明确，抓紧调整住房
和用地供应结构。各地要有针对性
地增加住房和用地有效供给，切实
提高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
住房的供应比例，建立房价地价联
动机制，防止地价推涨房价；提高
住房用地比例，热点城市住房用地
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建议按不低
于 25%安排，大幅增加租赁住房、共

有产权住房用地供应，在新增住房用
地 供 应 中 的 比 例 达 到 50% 以 上 。 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16 个城市要
探索推动供地主体多元化，6 月底前提
出并上报具体实施方案。

与此同时，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的冷与热。稳
定预期，对于稳定市场至关重要。

住建部的《通知》明确，加快制定实

施住房发展规划。各城市要科学编制住
房发展规划，明确住房发展目标、重点
任务和政策措施，合理确定住房和用地
供应规模、结构、时序。城市住房发展
规划报上级政府备案后实施，主要目标
和指标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指标
管理。2018 年底前，一线、二线城市
要编制完成2018年至2022年住房发展
规划。

政策储备应防患于未然
胡文鹏

近来，部分地方楼市弥漫着一股躁

动的氛围。各地政府对接二连三出现的

楼市信号切莫等闲视之，要见事早，谋

事实，行事严，站在维护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维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之

上，做深做实楼市调控政策的实施和

储备。

当前楼市调控正面临政策疲惫期和

政策空档期的双重考验。进入政策疲惫

期后，市场会认为政策已经“出无可

出”或对政策边际效应递减预期增强，

由此判断市场已进入谷底，将迎来所谓

投资机遇；而在部分地区政策空档期

中，游资会打着热点、政策利好的旗

号，利用政策效果滞后性，短时间内将

一地的楼市拉高，并迅速转手获利。

行百里者半九十。各地政府要在前

期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基础上，继续

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做好做足楼市调

控的政策储备，以防止当前部分城市楼

市躁动的蔓延扩散。

针对政策疲惫期，要重申前期调控

理念、手段、目的不动摇，并进一步在

限购、限售、限贷等方面做出政策储

备。同时，个别楼市热点区域，要持续

增加土地、房屋供应，以稳定市场预

期，缓解供给需求矛盾。针对部分地方

的政策空档期，要提高对游资炒作的警

惕性，一旦发现市场异动，要果断出

手，切不可听之任之。

5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通报哈尔滨等 4 市大气污染防
治不力问题问责情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对东北地区 2017 年秋冬季空气质
量保障工作专门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但是，黑龙江省
哈尔滨、佳木斯、鹤岗、双鸭山等 4 市没有落实到位，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连续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气，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原环境保护部迅速组成督察组开展
专项督察。督察发现，哈尔滨等 4 市秸秆禁烧工作不
力，大面积焚烧秸秆问题十分突出，重污染天气应对流
于形式，应急减排措施落实不到位，企业超标排放时有
发生。黑龙江省农委履行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职责不到
位，秸秆禁烧巡查督导流于表面，全省大面积秸秆焚烧
问题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在 2017年 10月 18日至 25日期
间更为严重。

为切实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根据专项督察情况，原环
境保护部及时公开通报督察发现的问题，于 2017 年 11 月
28日组织对哈尔滨等4市政府及黑龙江省农委开展公开约
谈，并同步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案卷。黑龙江
省高度重视，党政主要领导均作出明确批示，要求依法依规
严肃问责。省纪委监察委立即组织调查，厘清责任，根据调
查情况并报请省委批准，决定对 65名责任人实施问责，其
中厅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3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5人，
诫勉17人，通报批评3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就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了全面部署。黑龙江省农委和哈尔
滨等4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力问题及背后的原因十分典
型，必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以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
变坏”为红线，切实落实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以更大的决
心和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好工作落实，以环境质量改善的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
纪文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环境保护问责
力度很大，一系列连续问责，针对不同问题进行问责，牵涉
到水源、重金属等方方面面，这让公众看到了相关部门治理
污染的决心。

常纪文表示，问责的做法很好，通报和督察相结合，
对各级政府的威慑力很大，给了他们很大压力，压力变成
动力，动力变成行动，行动变成效果。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坚持下去，不断完善问责机制，切实达到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