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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
齐中熙 樊曦）临近岁末，农民工工
资支付迎来高峰，一场“根治欠薪冬
季攻坚行动”正在全面展开。此次行
动不仅为农民工“讨薪”，更要用制度
化、法治化手段根治欠薪顽疾。

12 月 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草案）》，明确了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要求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
资；规定建设单位未满足施工所需
资金安排的，不得开工建设或颁发
施工许可证；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对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
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前，攻坚
行动的执法范围包括招用农民工较
多的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
工制造业，并将政府投资项目和国企
项目作为执法检查重点。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打通了
监 察 执 法 与 刑 事 司 法 的 衔 接 渠
道。”这位负责人说。

各地组成执法检查组，对用人单
位工资支付情况集中排查整治，清理
化解历史欠薪陈案，坚决防止新欠。
欠薪犯罪涉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将“无
处可逃”。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上网追
逃，加大追捕缉拿力度。同时依法及

时查询、查封、冻结涉案账户和财产，
最大限度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欠工资，
挽回经济损失。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党中
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从“治理”
到“根治”，近年来，一张“农民工工资
保障网”逐渐织密织牢。

2011 年，“拒不支付劳动者报
酬”正式纳入刑法调整范围；2017年
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
办法》明确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的属地监管责任；2018年，拖欠农
民工工资“黑名单”陆续公布。

据统计，2011年至2019年9月，
人社部门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26719件，各
级人民法院对7674名被告人判处拘
役或有期徒刑。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新修
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
则》15日向社会公布。准则共7条31
款，新华社受权播发了这一准则。

准则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
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不
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自觉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新闻职业
道德，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政治坚
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
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准则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保持人民情怀，及时回
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畅通人
民群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加强和改
进舆论监督，激浊扬清、针砭时弊，
坚持科学监督、准确监督、依法监
督、建设性监督。

准则强调，坚持新闻真实性原
则，努力到一线、到现场采访核实，
报道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客观。
坚持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把尺
子、一条底线”。

准则强调，坚持改进创新，遵循
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
律，强化互联网思维，顺应全媒体发
展要求，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
式、方法、手段、业态等，适应分众
化、差异化传播趋势，敢于打破思维
定势和路径依赖，善于运用网络新
技术新应用，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

准则提出，增强法治观念，遵守
宪法和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遵守党
的新闻工作纪律，遵守新闻采访规
范，尊重和保护新闻媒体作品版权。

准则提出，要努力培养世界眼
光和国际视野，生动诠释中国道路、

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着
重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
国人民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读懂
中国。

1991 年 1 月，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
道德准则》，后历经 1994 年 4 月、
1997 年 1 月、2009 年 11 月三次修
订。准则颁布以来，在加强新闻队
伍建设、提升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准则从上次
修订至今已有10年时间。10年来，
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的形势、新闻队
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立足新时
代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对准则进行了第
四次修订，并于 11 月 7 日经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届全国理事
会第五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新华社南京12月15日电（记者郑生竹）记者13日从江苏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兴化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一起生产销售假冒食品添加剂案，因
涉案货值巨大，案件移交当地公安部门后，22人被刑事拘留。

2019年3月7日，举报人通过兴化市12345热线举报李某生产
假冒希杰牌食品添加剂，请求查处。同时，希杰牌商标所有人法务
部实名举报称，他们在厦门某公司发现价值20余万元侵权产品，
相关证据显示产品来自兴化。

经查，当事人李某在兴化市城郊租用废旧仓库、民宅，先将
味精打碎作为辅料，与真品希杰牌食品添加剂混合搅拌，使其
混合均匀没有色差后，再分装到假冒包装材料内。

执法人员现场扣押了 10 余吨原料、20 余万件空包装、4 万
余张防伪标签。该案件因货值巨大，构成刑事立案标准，兴化
市市场监管局将案件移交兴化市公安局依法查处。该案件列
为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挂牌督办案件，截至目前，
兴化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22 人。

新华社广州12月15日电（记
者荆淮侨）由国内企业研发的自主
航行货船“筋斗云0号”15日在珠海
东澳岛首航。随着一声汽笛响起，
装载东澳岛特产的自主航行船启
航驶向港珠澳大桥1号码头，进行
货物运载试验。

在当天的首航仪式上，中国

船级社科创试验中心主任蔡玉良
说，“筋斗云 0 号”的首航，对于船
舶自主航行技术的研发、测试、规
范标准制定具有开创性意义。通
过减少驾驶员直至实现无人自主
航行，可实现船舶设计建造的突
破。在同样载重能力下，节约超
过 20%的建造成本，20%的运营成

本，同时减少 15%的燃
油消耗并大幅度降低
排放。

据 介 绍 ，2017 年
底，中国船级社、武汉
理工大学、珠海市政
府和云洲智能等单位
联合发起“筋斗云”号
小型无人货船项目。

“筋斗云 0 号”作为初
代试验和示范运行平
台于今年下水交付。

“筋斗云 0 号”核定船
长 12.86 米 ，船 宽 3.8
米，吃水 1 米，设计航
速 8 节。根据自主航
行系统部署的需求，
为自主航行铺设的线
缆超过 1000 米。接下
来，项目组还将开展

多船会遇避碰、自主靠离泊试验，
进而实现内河自主航行示范。

云洲智能董事长张云飞介绍，
“筋斗云0号”还将探索自主航行船
舶在运输补给及海洋领域的商业
应用，并与船级社、海事、航海保障
等单位开展合作，探索面向自主航
行船舶的规范标准的建立。

这是在珠海东澳岛拍摄的自主航行货船这是在珠海东澳岛拍摄的自主航行货船““筋斗云筋斗云00号号”。”。

我国打响根治农民工欠薪攻坚战我国打响根治农民工欠薪攻坚战

新修订的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公布公布

22人因生产销售假冒食品添加剂被刑拘

我国研制自主航行货船首航我国研制自主航行货船首航

花费180元拍一张证件照，你愿意吗？对于准毕业生许环来
说，这不是问题。为了备战来年的春招，他早已准备好了一身价值
不菲的行头，简历上的证件照自然也不能逊色。

近些年，许多网红照相馆渐渐打响名声，其中证件照成为一项
重要的业务。以网红照相馆天真蓝为例，已在各大城市开设60余
家门店，其在团购平台上推出的4项热门产品中，3项与证件照相
关。据其官网介绍，拍摄一张证件照至少需要预约、到店、造型、拍
摄、选片、修片、取照7个步骤。

许环告诉记者，身边很多人选择这种新兴的网红照相馆拍摄
证件照，花费大多在200元左右，大多数拍回来的照片都十分“好
看”。在许环看来，这些经过精心修饰的证件照是“会给自己加分”
的。 不过，有招聘者表示，求职者的素质需要综合考量。有时，失
真的“最美证件照”效果会适得其反。

看脸的时代看脸的时代？？

北京一所高校的大学生张选（化名）告诉记者，给证件照P图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毕竟第一印象很重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要想在万千简
历中一眼抓住HR（人事）的眼球，好的证件照能起到重要作用。”

95后的张选在实习过程中观察到，用人单位负责招聘的人员会
对简历上的照片多看两眼，有时还会谈论。他认为以求职为导向的简
历照片必须要借用一定的技术呈现自己更好的形象。“我自己就会P
照片，因为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像、视频的传播更加
普及，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来到了一个看脸的时代。”张选说。

在北京某高校从事摄影工作20余年的苗女士告诉记者，学生前
来拍摄证件照的高峰期从5月就已经开始，一般集中在6月至8月的
求职季。求职者对证件照精修的要求，确实有逐年提高的趋势。

据苗女士观察，求职者对证件照提出的普遍精修要求是，放大
眼睛、改善肤质和修尖下巴三方面。

部分求职者部分求职者：：精修照片精修照片““美美””大于大于““真真””

目前就职于一家国企的王陈实从事人力资源岗位已逾 10
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曾经遇到过求职者过度P图、人照不一
的情况。

王陈实告诉记者，曾经遇到过对着简历照片却在求职者中找
不到真人的情况。“照片很漂亮，真人不太相符。初次见面时没有
认出来，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据报道，今年 6 月一名考生用美颜后的“证件照”上传到
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照片审核环节，始终无法过
审，最终经过反复修改提交了 24 次才过审。这名考生事后总
结：“美颜软件拍出来的照片会失真。”过度美颜的证件照会模
糊人的一些特征，因此无法通过考试审核。

“以前的求职者对于精修没有那么多的要求，现在有的人会直
接说，P美一点就好了，至于像不像并不在意。”苗女士在电话采访
中坦言，一部分求职者确实会提出“美”大于“真”的精修需求。

招聘者招聘者：：证件照应降低交流成本证件照应降低交流成本

曾从事人才测评咨询工作，累计面试人数达几千人，经手简历
数不胜数的王陈实告诉记者，面试是从组织的用人需求出发，对于
求职者的素质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考量，其中包括知识、能力、
人格、动机，也包括人的外貌、气质，而绝非是一张简历照片可以决
定的。

看到求职者提供的照片，HR并不会以美丑为评价标准，但
会注意到求职者的气质、神态，也会判断求职者的形象是否符合
公司、岗位的要求。“比如公司需要一名客户服务人员，如果一
名求职者从面相上表现出了亲和力，那么可能就更符合这个岗位
的需求。”王陈实说。

求职者提供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形象的认
知。当出现照片和真人差异较大的情况，王陈实建议招聘人员关
注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求职者理想中的‘我’和真实的我为何
会出现这种差异？可能是自我认知的原因，也可能是职业化素养
不够，或者是其他的不相关因素。”

王陈实建议求职者在提供简历照片时，应该首先认识到简历
是给应聘公司传递信息的，所以在提供照片时应尽量降低求职者
与应聘公司之间的交流成本。

“有时面试一家时髦的、讲求个性的公司，也许你轻松的简历照
片会让招聘人员眼前一亮。”王陈实表示。 本报综合消息

“最美证件照”会给求职加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