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检验检测报告如何监管？
市场监管总局回应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
赵文君）检验检测行业是传递信任的
行业，可以向社会和消费者证明产品
或服务的信用。对于市场上出现的虚
假检验检测报告如何监管？公众可以
通过哪些渠道查询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情况？市场监管总局 3 月 31 日召开
“整治检验检测报告造假行为”专题新
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对公众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回应。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
格局的意见》，意见提出，深入实施质
量提升行动，强化计量、标准、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等方面诚信要求，扩大
国内市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水平。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一级巡

视员乔东说，对检验检测行业的管理，
要依据“谁发证，
谁监管；谁发证，
谁处
罚”的原则，除市场监管部门外，还有
其他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特
定检验检测领域的行政许可准入制
度 ，负 责 相 应 领 域 检 验 检 测 机 构 的
监管。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
长南军介绍，在执法实践中，检验检
测报告造假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
检验检测机构出具不实或虚假检验
检测报告；二是无资质的企业、中介
机构、个体工商户及个人等非法买卖
或 使 用 伪 造 、变 造 的 虚 假 检 验 检 测
报告。
对于检验检测机构及人员伪造检
验结果、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市
场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除可以处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外，
情节

严重的取消其检验资格；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涉嫌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已
有针对虚假检验检测违法行为追究刑
事责任的司法案例。
2021 年，
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检
验检测机构违法案件 1235 件，
同比增
长 23.5% ，
罚没金额 2727.7 万元，
同比
增长 44.7%。同时，
市场监管部门将对
不实和虚假检验检测违法行为的行政
处罚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等信用平台，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归集到检验检测机构名下，
推动实
施失信联合惩戒。
2021 年，
针对部分网络商户未经
资质许可、以“不送样出报告”
“检验检
测包过”名义开展检验检测报告造假
的乱象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
打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
共督促 1886 家网络交
易平台核验 48 万家平台内经营者资
质，核查商品信息 1000 余万条，处置
违规平台的经营者 5023 家，
立案调查
相关违法违规案件 31 起。
乔东表示，
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是
解决质量纠纷时的重要凭证，
虚假检验
检测报告不仅扰乱正常商业秩序，
还可
能造成产品质量问题，
对消费者的生命
健康以及财产安全造成风险隐患。
对于检验检测报告，消费者如对
其真伪有疑问或想查询具体报告内
容，首先可以直接向出具该报告的检
验检测机构咨询，检验检测报告上应
已列明机构相关信息。此外，通过市
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机构综合监管
服务平台”，目前可查询 2016 年以来
检验检测机构对外出具的 18 亿份检
验检测报告。

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施
雨岑、
徐壮）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3 月 31 日在京揭晓，
四川稻城皮
洛遗址、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湖南澧县鸡
叫城遗址、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四川广汉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
地、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甘肃武威唐代吐
谷浑王族墓葬群、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
克烽燧遗址、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
据介绍，入选 2021 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
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
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
展现了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明风采。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
国
家文物局近期将印发实施《
“十四五”
考
古工作专项规划》，聚焦重大历史问题
攻关，
力争取得新突破；落实“先考古、
后出让”
制度，
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大力
发展科技考古，
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考
古中的应用；加强机构队伍建设，
不断
壮大专业力量；深化国际考古合作交
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建设中国
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上接 1 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核心是通
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出一种
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
路子。
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需要
跳出北京看北京，在更大的空间格局
中加以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经验
看，
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基本都用“跳
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国经验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设深圳经
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
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正是着眼深入
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
建设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关键
之举。
从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到
部署雄安新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以
高超的政治智慧、强烈的使命担当，运
筹帷幄、统筹部署，
多次深入地方考察
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
实施，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倾注
了大量心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建设北
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
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是我们城市
发展的一种新选择”
“在新的历史阶
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
形成北京发
展新的骨架，
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以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雄安新区。
千年大计，
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体
现时代风貌。
谋定后动，
规划先行。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无论
是规划编制要秉持的理念，还是规划
编制进程的关键阶段，都亲自谋划指
导，对每个重大问题及时把关定向，
为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提
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工作方向。
早在谋划设立新区之时，习近平
总书记就郑重告诫：雄安新区将是我
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要坚持
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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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是开展科技活
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
为规范，
是促进科技事业健
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日，
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
伦理治理的意见》，
对加强科
技伦理治理作出系统部署，
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
伦理治理指导性文件。意见
的出台有何考虑？将推出哪
些具体举措？就这些热点问
题，
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我国首个国家
层面的科技伦理治
理指导性文件

科
技
向
善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
示，
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
把科技伦理治理工作放
在事关科技创新工作全局的
重要位置，
在国家科技伦理
委员会的指导下，
牵头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意见。
“此次印发的意见是我
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伦
理治理指导性文件，
着力解
决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制
不健全、
制度不完善、
发展不
平衡等突出问题，
对科技伦
理治理作出顶层设计和系
统部署。
”
王志刚说。
意见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
意识，把科技伦理要求贯穿于科学
研究、
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
推动科技向善，确保科技活动风险
可控，
科技成果造福于民。
王志刚表示，
意见的出台对加强
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将
极大促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能力的
系统提升，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
力支撑。

造
福
人
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
动科技向善

左图：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慕容智墓石志盖（资料图）。
新华社发
右图：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设计建设，
经得起历史检验。
”
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南海。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河
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开
放初期设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
深圳的速度，40 年后的今天，我们设
立雄安新区要瞄准 2035 年和本世纪
中叶“两步走”的目标，创造“雄安质
量”，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成为全国
一个样板。
2018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
要》的批复向社会公布。4 月 21 日，规
划纲要全文公布。
2019 年 1 月，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 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来到河北雄安新区。
在“千年秀林”，习近平总书记乘
车穿行林区察看林木长势。望着一株
株摇曳的小树幼苗，他欣喜地说：
“让
它们跟着雄安新区一起慢慢生长。不
要搞急就章，
不要搞一时的形象工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雄安新区就
是要靠这样的生态环境来体现价值、
增加吸引力。
”
在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谈到
雄安新区下大气力处理城和淀的关
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当时选址在
这，就是考虑要保护白洋淀，
而非损害
白洋淀。城与淀应该是相互辉映、相得
益彰。
”
如今，
“千年秀林”工程累计造林
45.4 万亩，
雄安郊野公园、
悦容公园等
一批高品质休闲设施投用，
雄安新区森
林覆盖率由 11% 提高到 32% ，
营造出
“城在林中，
人在景中”
的意趣。
秀林不远处，
白洋淀新苇吐绿、水
鸟翩跹。淀区水质由劣Ⅴ类提升到全
面Ⅲ类，鱼类恢复至 54 种，鸟类 达
230 种，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水质
发生历史性变化，
“华北之肾”功能加
快恢复。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
发展，
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
从空中俯瞰今天的雄安——
—
这里是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施
工现场，高峰时期 100 多个重点建设

项目滚动推进，雄安建设者正在不断
创造“雄安质量”，用勤劳和汗水描绘
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新画卷；
这里是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美
丽城市，
城与淀相互辉映，
“千年秀林”
伴随雄安新区慢慢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雄安新
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历
史 耐 心 ，有“功 成 不 必 在 我”的 精 神
境界。
建设，
规划先行；动工，
生态先行。
5 年时光，这份“功成不必在我”的历
史耐心，
这道“快”与“慢”的辩证法，在
雄安新区，
有着最深刻的体现。
雄安规划，
志在千年。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
“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
清清楚楚再开始建设”
“精心推进不留
历史遗憾”。
先 后 有 6 0 多 位 院 士 、国 内 外
200 多个团队、3500 多名专家和技
术人员参与新区规划体系编制；以《河
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为统领，
形成了
以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
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白洋
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四个综合
性规划为重点，26 个专项规划为基础
支撑的“ 1+4+26 ”规划体系，为稳步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高标
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017 年 11 月 13 日，雄安新区
“千年秀林”9 号地块栽下第一棵树。
未建城，
先植绿。这片万众瞩目的
土地，在 5 年前的一声惊雷之后，仿
佛又归于沉寂，但树却一棵一棵种了
下来，白洋淀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
模的系统性生态治理。
慢，
是为了快。
2019 年 1 月，在雄安新区规划
展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展
板上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此时，雄安新区“ 1+N ”规划体系
已基本建立。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两
年，
几乎没有动一砖一瓦。现在有了蓝
图，雄安从顶层设计阶段转向实质性
建设阶段，可能今年就是一派热火朝
天的局面了。
”
在随后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要把设计成果充分吸收体
现到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保持规划的
严肃性和约束性，用法律法规确保一

张蓝图干到底。
”
先规划再建设、先管控再发展，目
光更远，
起点更高，
标准更严。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要打造一批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项目，
新开工建
设一批交通、水利、公共服务等重大基
础配套设施，
让社会各界和新区百姓看
到变化。
如今的雄安新区，京雄城际铁路
直通北京，
城市外围道路、片区连接道
路框架、生态廊道、水系等城市“四大
体系”基本成型，城市框架全面拉开；
容东片区基本建成，容西、雄东、昝岗
等片区进入稳定开发期，
启动区、起步
区重点项目有序建设，城市雏形加快
显现。
地上之城拔节生长，地下之城加
快成型。
在雄安，蜘蛛网式线缆不见踪影，
水、电、气、暖、网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管线全都集纳在地下综合管廊中，统
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从开挖第
一个基坑开始，就将高质量发展要求
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
样板之城，
亦是智慧之城。
新区每建设一栋楼，
都会在数字雄
安平台上生成一栋数字大楼，
现实中哪
怕更换一盏路灯，
都能显示出来。
每一栋
建筑都是计算好的，
运来的材料直接组
装，
一厘米钢筋都不会浪费。
起 笔 是 世 界 眼 光 ，落 笔 为 时 代
标杆。
“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划定
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实现两线合一，
着力建设绿色、
森林、
智慧、
水城一体的
新区。
”
“要尊重城市开发建设规律，
合理
把握开发节奏，稳扎稳打，
一茬接着一
茬干。
”
“这件事是不可逆的工作，
所以必
须发扬工匠精神，
精心推进。
”
……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
为雄安
新区建设发展指明方向。

“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021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市支
持雄安新区“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北
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首先实现竣

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表示，意
见提出的五项科技伦理原则，充分
吸收借鉴了国际科技伦理相关规则
和共识，同时结合我国科技发展的
历史阶段及社会文化特点，由我国
科技界、
伦理学界、
法学界的专家学
者集体研究、
充分论证形成，
并听取
了广大科研人员的意见建议。科技
伦理原则反映了各科技领域伦理的
共性要求，
具有普遍适用性。开展科

工验收并正式移交雄安新区。
史家小学和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竣
工，雄安宣武医院一期主体结构封顶；
启动区体育中心、大学园图书馆等重
大公共服务标志性工程开工建设……
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建设
同步推进的阶段，雄安新区各项重点
工作都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
克难。
未来之城，
加快奔向未来。
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和发展规律，
稳扎稳打，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向雄
安疏解——
—
“疏解是双向发力。”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解析：
“触及深层次矛盾，要更
加讲究方式方法，内部功能重组和向
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
“雄安新区是
外向发力；北京是内向调整，
优化核心
功能，
把
‘白菜心’
做好。
”
当前，
新区建设聚焦启动区“主战
场”，
促进各方面要素向启动区集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介绍，以在京部委所属高
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
分期分批
推动相关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
解，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形成一批标
杆性项目，为深入实施中长期疏解任
务奠定基础。
“始终牢记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初心使
命，推动疏解项目优先向新区启动区
疏解，形成规模效应并集聚人气，
将启
动区打造为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高
质量样板。
”这位负责人说。
聚焦创新、改革、开放，打造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
雄安新区智慧交通示范项目现
场，通过“ 5G+北斗”无人化业务运营
平台，无人接驳车、无人零售车、无人
清扫车、巡逻机器人等多种无人车和
机 器 人 统 一 调 度 ，全 部 实 现 无 人 化
作业。
智能、绿色、创新是雄安新区重点
打造的亮丽名片。
“必须坚持‘世界眼
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
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
发展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协同发展本身就是一场深层次改
革。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
要赋予雄
安新区发展自主权，只要有利于雄安
创新发展的要全力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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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活动，
要坚持将科技伦理原
则贯穿始终。
“科技伦理原则的提出，
一方面明确了我国对科技活
动的基本伦理要求，
以有效防
范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不确
定风险，促进科技向善；另一
方面也阐明了我国政府及科
技界对科技伦理治理的立场
和态度 ，对加强国际科技交
流、
推进全球科技伦理治理具
有重要意义。
”相里斌说。

多方参与、协同共
治，不断提升科技伦理
治理能力和成效

此次印发的意见提出了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五项基
本要求。即：
伦理先行，
推动科
技伦理要求贯穿科技活动全
过程；依法依规，加快推进科
技伦理治理法律制度建设；
敏
捷治理，快速、灵活应对科技
创新带来的伦理挑战；
立足国
情，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
伦理体系；开放合作，积极推
进全球科技伦理治理。
同时，
意见明确了政府部门、
创新主体、
科技社团及科研人员
的职责和任务，
致力于形成多方
参与、
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
格局。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是基
础。
”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司
长戴国庆介绍，
意见从制定完善科技伦
理规范和标准、
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和监
管制度、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
平、
加强科技伦理理论研究等方面对制
度建设作出具体部署。
“审查和监管是保障科技活动符合
伦理要求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意见明确
了科技伦理审查范围和要求，
提出了科
技伦理监管机制和措施，
并对违法违规
行为处理作出明确要求。
”
戴国庆说。
下一步，科技部将在国家科技伦
理委员会的指导下，会同各有关部门
和地方，切实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
确 立 伦 理 先 行 的 理 念 ，强 调 源 头 治
理、注重预防，建立科技伦理监管体
制机制，对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
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对科技伦理
（审查）委员会和科技伦理高风险科
技活动依规进行登记，加强科技计划
项目的科技伦理监管，加强对国际合
作研究活动的科技伦理监管。
（记者胡喆、
田晓航、
张泉）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2018 年 7 月 6 日，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会
议指出，赋予雄安新区更大的改革
自主权，在创新发展、城市治理、公
共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
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发
展方向的制度体系，打造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完善建设资金筹措机制，
完善多
主体供给住房政策，
全力提升企业开
办效能……作为打造京津冀世界级
城市群的重要一环，
雄安新区开出一
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清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筑新时
代宜居的“人民之城”——
—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从市民
需要出发，做到疏密有度、绿色低
碳、返璞归真，提供宜居的环境、优
质的公共服务，有效吸引北京人口
和功能疏解转移。”新区规划伊始，
习近平总书记就这样强调。
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建筑风貌设
计，安全便捷的三级道路系统，
推窗
见绿、开门入园的景观环境……雄
安新区首个集中建成区容东片区，
已回迁 4 万余人，千余栋建筑全部
交工后将容纳 17 万人。
这将是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城
市：公交步行通畅便捷，森林碧水交
织绕城……
这将是一座更加宜居宜业的城
市：贴心的公共服务设施，
优质的教
科文卫等公共资源，
多元化住房保障
体系……
这将是一座集萃当代智慧的城
市：先进的城市理念扎根发芽，
创新
的改革模式作出示范，前沿的创新
发展见证时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坚持大历史观，
保持历史
耐心，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年接着一
年干，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努力创
造“雄安质量”，雄安新区正着力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
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一
个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令人期
待。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