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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朱宁宁 制定社会救助

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第一类项目。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社会委获

悉，该委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议案

所提意见建议，加快社会救助法立法进程，

争取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有代表

提出关于制定社会救助法的多个议案。议案

提出，当前社会救助还存在体制不完善、衔

接不顺畅、方式较单一、认定不准确等问题，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权威性、规范性不强，

已不适应新时代社会救助工作需要，建议尽

快出台社会救助法。

　　对此，民政部、财政部表示，对议案提出

的意见建议，将认真研究论证，充分吸收采

纳，目前社会救助法草案已由司法部报国务

院，争取尽快出台。

　　据悉，全国人大社会委于2018年成立社

会救助立法联系审议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召

开7次协调推进会，赴地方调研15次，会同有

关部门认真研究社会救助工作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积极推进立法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宁宁 政府采购法已

不能满足新形势新发展的需要，亟须修改完

善。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财经委获悉，该委

建议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相关代表议案

所提意见，抓紧研究论证，适时提出政府采

购法修法建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有多位

代表提出多个议案，认为政府采购法对政府

采购程序的控制、采购方式、代理机构的监

管等存在不足，有关采购方式、范围规定在

实际执行中未能全面体现节约财政成本的

立法目的，有关公平竞争的规定尚不完善，

与招标投标法存在冲突，对政府采购合同属

性规定不明确，建议修改。

　　据悉，财政部按照《深化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方案》研究起草了政府采购法修订草

案，并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议案提到的

增加诚信体系建设和采购需求内容条款等

意见建议在修订草案中已有所体现。

　　本报讯 记者朱宁宁 终身教育对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是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我国福建、上海等地的地方立法实践，为国

家层面立法提供了立法经验。记者近日从全

国人大教科文卫委获悉，该委认为应进一步

加强终身教育立法研究，及时总结有关地方

立法实践经验，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中增加

终身教育有关内容和制度设计，同时积极开

展终身教育立法研究论证工作，条件成熟

时，争取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有代表

提出关于制定终身教育法的议案，还有代表

提出关于制定终身学习促进法的议案。议案

提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存在许多短

板，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求。建议

制定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促进)法，将终身教

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各级

政府职责，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体制、

机制和资源保障，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据悉，教育部于2013年启动终身教育立

法研究，经过广泛调研已完成草案初稿，下

一步将根据中央决策部署，从全民学习的角

度，认真吸收采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结合相关法律衔接、现有制度整合和健

全终身学习保障体系等重点问题进行系统

研究，努力推动终身学习立法列入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计划。

制定社会救助法

加快立法工作进程

修改政府采购法

抓紧修法研究论证

制定终身教育法

总结地方立法经验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1月17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交流会

在京召开。此次会议以现场+视频形式举行。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丁仲礼出席会议，全国人

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高虎城主持会议。

　　回顾2021年，围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面加大

立法监督工作力度，健全完善生态环保法律制度，扎

实推动法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依法助力打赢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取得了显著成效。

　　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法律的制定修改工作；继续推进原子能法、环境影响

评价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国家公园法、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法等的制修订工作；做好资源综合利用、空

间规划立法研究论证等工作；开展环境保护法、长江

保护法执法检查，并结合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

开展专题询问……交流会上，环资委公布了今年多

个工作重点，涉及对多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工作、两

项执法检查工作以及专题调研等内容。

填补空白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生态环境资源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立法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相关法律达到31件，

还有100多件行政法规和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初步

形成了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为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

　　回顾2021年，我国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立法可谓

重磅频出———

　　2021年3月1日起，我国第一部流域法——— 长江

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长江流域正式开启

了法治化保护的新模式。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

大计。2021年12月20日，黄河保护法草案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这是继长

江保护法后我国立法保护“母亲河”的又一座丰碑，

意义重大而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常委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湿

地保护法和噪声污染防治法两部环保领域法律。其

中，湿地保护法是我国首次针对湿地保护进行的专门

立法，用制度规范保障湿地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

空间。噪声污染防治法聚焦共性需求，利用法律制度

规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宁和谐环境需要。

　　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立法工作的正确

政治方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问题

导向，用立法积极回应人民急、难、愁、盼的生态环境

问题。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

立法质量。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创新立法方法、

立法方式。环资委共牵头起草法律3件，进行审议法

律草案两件，开展4个立法项目的研究论证，积极推

进7部法律的修改、修订和制定工作。

　　记者从交流会上获悉，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

将继续审议黄河保护法草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草案，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原子能法、矿产资

源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的制修订工作。

久久为功强化法律实施监督

　　持之以恒，持续发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监督工作，打出人大生态环境法律

监督组合拳。

　　2021年4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2020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研究处理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

告及审议意见情况、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

情况的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第六年听取

国务院年度环保报告。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开展了固废法执法检

查，聚焦生活垃圾分类、危险废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关

注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这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连续第四年开展生态环保法律执法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执法检查中，13个省、区、市

人大专门组织24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

带头贯彻实施法律，就地就近就便开展监督，拓展了

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深度。这一做法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中尚属首次。

　　据悉，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开展环境保

护法、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并结合环境保护法执

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此外，将继续听取审议

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报告，研究落实固废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

意见情况的报告。环资委还将就生物安全法实施情

况开展专题调研。

勇于创新积累地方立法经验

　　近年来，各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健全污染防治立法，加强生态保

护立法，开展人居环境立法，推动资源节约立法，环

境资源保护地方性法规数量明显增加。

　　此次会上，31个省、区、市地方人大就环境资源

保护工作作了交流发言。一些地方创新做法引人

关注。

　　比如，云贵川以“共同决定+条例”的方式，开展

赤水河保护共同立法，实现了从“联动”到“共立”的

跃升，为流域保护地方立法探索新路子、新模式。又

如，在京津冀三地创新实现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同步立法、同步检查的基础

上，京津冀晋四省市人大又首次就大清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利用开展联合调研，共同助力

实施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此外，环

境保护地方性法规中，既有贵州、青海、福建、江西、

云南、西藏等制定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性法规，又

有辽宁、山东、广东等省制定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等小切口立法，全方位织密了地方环境保护法制

“保护网”。这些地方立法的鲜活经验，为国家立法

提供了实践基础。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现有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法规（含决定）1145件。2018年以来，制定修订563件

（次）。其中，新制定186件。目前，已经基本构建起与

国家法律相配合、与本地生态环境保护实际相适应、

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环境资源法规体系，谱写了地

方环境资源立法新篇章。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审议黄河保护法草案等

发挥人大力量 共建美丽中国
深聚焦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文/图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

是什么味道。”《阿甘正传》中这句经典语录如今被很

多盲盒爱好者视为“格言”：“如果不拆下一盒，你永

远不知道隐藏款是什么样子。”

　　近年来，始于潮流玩具的盲盒文化不断“出圈”，

从玩具盲盒到文具盲盒，甚至出现宠物盲盒……在

这个“万物皆可盲盒”的时代，各类乱象层出不穷，为

了遏制盲盒市场野蛮生长，上海市率先出手。

　　1月12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上海

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这是全国首个盲盒经

营活动指引。

　　参与指引起草工作的盈科上海互联网法律事务

部网络与数据法律事务中心负责人郭卫红接受《法治

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指引虽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

通过梳理涉及盲盒领域的上位法，划定了经营红线，

对经营者具有指引意义。未来应在此基础上，尽快研

究出台盲盒专项立法，让盲盒在法治化轨道内发展。

遏制过度营销

　　盲盒最近一次登上热搜，是因为一家知名餐饮

企业——— 肯德基。

　　冰雪圣代、晚安薯条、汉堡饱饱……近日，肯德

基联合泡泡玛特推出的限量版盲盒引发疯狂追捧。

这套盲盒共有6个普通款和1个隐藏款，消费者购买

99元套餐，就可获得盲盒一个。

　　为得到出现概率为1/72的隐藏款，有人一次性

花上万元购买106份盲盒套餐。还有人做起了“代吃”

生意，打出“盲盒归你，热量给我”的口号，为想收集

盲盒又怕长胖的人解决“后顾之忧”。

　　1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点名”肯德基用

盲盒诱导食品过度消费，应当抵制。

　　2021年4月29日起施行的反食品浪费法中要

求，餐饮服务经营者应自觉抵制食品浪费，提示消

费者适度消费，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额消费，造

成食品浪费。

　　对此，中消协认为，肯德基作为食品经营者，利

用限量款盲盒销售手段，诱导并纵容消费者不理性

超量购买食品套餐，有悖公序良俗和法律精神。

　　其实早在肯德基盲盒前，多家奶茶店推出的奶

茶盲盒就遭受过浪费食品的质疑，有人为抽取盲盒，

将购买的多杯饮品直接扔掉。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看来，肯德

基、奶茶店这类餐饮企业，其销售产品属于限期食用

商品，消费者会按需购买并即时食用，利用搭配盲盒

销售的方式是以“饥饿营销”手段刺激消费，超量购

买势必会造成食品浪费，违反反食品浪费法相关规

定，应当抵制。

　　此次上海出台的指引中也限制了营销炒作行

为，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开展涉金融类营销，不得有

介入二级市场的做市行为，不得进行天价炒作、过度

营销和饥饿营销。

　　郭卫红以肯德基盲盒为例称，吃套餐得玩具的

促销手段其实一直就有，之所以换成盲盒会吸引抢

购，与盲盒背后的“高价值”有关。

　　记者注意到，此款盲盒中的隐藏款“王牌炸鸡”

在二手平台价格已达900元，超出原价近10倍。

　　在郭卫红看来，遏制此类事件发生的核心应是

控制盲盒背后的炒作和过度营销行为，价格归于理

性，消费也会趋于理性。

划定产品红线

　　曾经“万物皆可盲盒”的调侃，如今却变成了营销

“真理”，在盲盒市场火爆后，无数另类盲盒“崛起”。

　　在盲盒中放入男女的联系方式，用拆盲盒的方

式来随机匹配交友信息的“脱单盲盒”曾风靡一时。

　　“脱单盲盒”做着“爱情买卖”，“宠物盲盒”则完

全是门“带血的生意”。

　　2021年5月，有四川成都市民发现某快递公司在

邮寄活体猫狗，160多只宠物被打包进了一个个密不

透风的快递盒里，有些已经死亡……

　　面对如此疯狂的盲盒，电商平台作出了禁止性

规定。2021年12月21日生效的《淘宝网盲盒/福袋商品

管理规范》中规定，活体宠物盲盒、脱单盲盒、快递包

裹盲盒以及可能引发消费者投诉或纠纷的低价盲盒

等禁止在平台销售。

　　上海指引中同样划定了盲盒产品的红线——— 法

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销售、流通的商品，不得以盲盒

形式进行销售。对销售资质、存储运输、使用条件等

方面有严格要求的商品，不得以盲盒形式进行销售，

如特殊食品、药品等。

　　“‘万物皆可盲盒’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盲盒

本质上是一种商品，但有些盲盒售卖的并不是商

品。”刘俊海以“脱单盲盒”为例称，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

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因此买卖个人信息本身就是违法

行为，极大增加了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

　　宠物虽可进行销售，但对运输有极为严格的要

求，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寄递或

在邮件内夹带的物品中，就有“各种活的动物”。

　　“盲盒不是法律‘盲区’。”刘俊海指出，盲盒产品

必须合法，这条销售红线必须遵守。

明晰概率信息

　　喜爱收藏打火机的陈少华在网购平台花1200

元购买了一款商家号称价值超过2000元的打火机

盲盒，买来后才发现里面是没人要的“过时货”，价

值不到200元。

　　与陈少华有同样遭遇的人不在少数，一些商家

利用盲盒随机性等特点将其作为“清货”手段。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反不正当竞争处副处长吴艳

东指出，市场监管部门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市场上的

盲盒产品普遍存在“打闷包”现象，不标示商品种类、

抽盒规则、商品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概率等信息，

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知情

权。上海指引中也要求盲盒经营者应公示商品种类、

抽盒规则、商品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概率等信息，

充分告知消费者，并保留完整的概率设定、抽取结

果、发放情况记录等备查。

　　“盲盒销售中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也是避免盲盒

成为非法博彩的关键。”郭卫红解释称，盲盒具有类

博彩的射幸元素，避免滑向非法博彩的关键，一是

要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概率公示；二是不能出现“扑

空”行为，即出现空盒，因此指引也特别要求商家不

能设置空盒。

　　此外，郭卫红指出，商品实际价值与市场价值差

距过大时，也可能导致合法经营行为异化为非法行

为，指引要求盲盒内商品售价与实际价值差距不应

过大，正是基于此考虑。

建议立法规范

　　疯狂的盲盒令成年人都“欲罢不能”，对未成年

人来说更是难以抵挡。

　　未成年人“中毒”最深的莫过于文具盲盒，记者

随机走访了几家文具店，店内均有专门货架摆放文

具盲盒，既有单独的笔、橡皮类盲盒，也有内附几种

文具的盲盒套装。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

师王家娟接触过不少热衷购买文具盲盒的学生，她

发现他们购买盲盒的初衷已不是为了获得文具，而

是为了凑套或者得到隐藏款，这导致未成年人盲目

消费，形成不良的消费观。

　　更令王家娟担心的是这种“博隐藏”的销售方式

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赌”性，助长投机心理。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陆永妹建议研究未成年人的盲盒消费限制

措施，避免对市场风险识别能力低的未成年人因

“赌”因素的不当诱导而误入“盲途”。

　　上海指引对未成年人构建了保护机制，以民法

典划分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

龄为标准，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

品，应通过销售现场询问或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取

得相关监护人同意。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加强未成年人的家

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对于盲

盒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影响，除了家长、学校要进行

教育，政府部门强化监管外，司法保护也应跟上。”

王家娟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关于未成年

人盲盒销售的内容，对于盲盒产品、销售规则、限制

年龄进行规定。内容上可借鉴上海指引中8岁以下

禁售盲盒、8岁以上需由监护人追认的方式。此外，

对于有可能面向未成年人发售的盲盒，应在题材、

销售规则等方面制定特别规定，比如不设置所谓隐

藏款、每一类别款式不应过多等。

　　刘俊海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

领域，仅有倡导是不够的，必须要靠法律进行保障，

出台限制性规定，避免未成年人沉迷盲盒。从长远

来看，他建议各地可借鉴上海经验，先出台本地的

盲盒指引规范，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针对盲盒

经济出台全国性立法，让盲盒经济在法治化轨道上

良性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盲盒销售内容

给盲盒市场划一条法律红线

  拆盲盒时的未知刺激令很多年轻人欲罢不能。图为北京市朝阳区某潮玩店铺内，顾客在精心挑选盲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