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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省水利厅
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事项的批复》（赣编文【2021】10
号），撤销原江西省景德镇市水文局（景德镇市水资源监
测中心），与原江西省上饶水文局合并成立信江饶河水
文水资源监测中心。

该单位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原江西省景德镇市水文局（景德镇市水资源监
测中心）清算工作小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2月22日起
90日内向原江西省景德镇市水文局（景德镇市水资源监
测中心）清算工作小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原江西省景德镇市水文局

（景德镇市水资源监测中心）
清算工作小组
2021年2月19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感觉迷茫，“塔罗牌占卜”可“预知未来”；运气不
佳，“冲花凉”可“时来运转”……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时下热门的社交
媒体平台上，“塔罗牌占卜”十分火爆。一些商家以改
变运气、消灾避祸、祛病解忧等为噱头，收费动辄成千
上万元，通过搞“洋迷信”牟取暴利。

“塔罗牌占卜”流行网络，
线上线下互动花样繁多

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塔罗牌占卜”“转运仪
式”等很受一些网民欢迎。在微博平台上，“塔罗牌占
卜”话题的阅读量和讨论量分别超过27亿和390万；
在百度上搜索“塔罗牌占卜”，相关结果超过5000万
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以“塔罗”“占卜”为名的公众
号非常多。

记者随机添加了一个从事“塔罗牌占卜”的微信
号。对方称，可根据个人需求设计专属牌阵，单次占卜
需要298元；还可根据客户需求做仪式改变运势，每天
一次，单次收费199元，难度越大需要持续的时间越
长。他不断催促记者快点付费：“今天占卜客人较多，
名额有限，如果名额满了要往后排期。”

一些商家还开了实体店，线上线下互动。在广西
南宁市，已有近10家“命运塔罗”店铺开业。

一份名为“命运塔罗加盟店守则”的材料，清晰地
列出这类店铺的商业模式：新开店加盟费6.8万元，推
荐加盟的人员可获得1.8万元的提成；总店与加盟店进
行利润分成，根据销售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务项目不
同，总店与加盟店的分成在6:4到7:3不等；加盟店的商
品种类和服务由总店负责提供，加盟店做好客户的维
护。

2020年 12月底，南宁市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
报，兴宁区青云街一家“命运塔罗”店铺涉嫌从事迷信
活动、发布宣传迷信广告。随后，南宁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公安部门对这家店铺进行取证调查，发现该店铺涉
嫌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由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进行
立案调查。

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公平交易稽查局科员黄泳信
表示，该店铺涉嫌发布宣传迷信广告，违反了广告法
有关规定。根据广告法，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家店

铺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吊销营业执照。“对于这类发布宣传迷信广告的行
为，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
罚；如果涉及利用迷信活动诈骗钱物，建议受害者向
属地公安机关报案。”黄泳信说。

组织者普遍文化素质较低，
法物卖多少钱全靠“忽悠”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披着“洋外衣”的迷信经营活
动，从业门槛低、人员素质低，不少商家利用部分人的
迷信心理，花式营销牟取暴利，并采取各种办法规避
监管。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从事“塔罗牌占卜”的所谓的
“师傅”“大师”自称师承国外且经验丰富，但实际上其
身份、经历等根本无从考究。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
表示，这类店铺从业门槛低，从业人员无需提供相关
资质证明、专业背景即可开店营业，文化素质普遍较
低，主要通过“怪力乱神”的宣传鼓吹吸引顾客。

“我们调查中发现，一名主要组织者只有初中学
历，既无专业背景也无海外工作经验，看到这行能赚
钱，才从个体户转行做这个。”一位执法人员表示。

这些组织者靠花式营销牟取暴利。一个声称提供
“转运、控灵术、占卜”等咨询服务的微信号介绍，举行
一场所谓的“桃花朵朵”法事1.68万元，点一组“莲花
灯”1592元，一块掩面佛牌售价3800元。销售者声称，
这些项目有改变命运、消灾避祸等功效，微信上的项
目只是一小部分，可根据客户具体需求提供对应项
目，收费越贵的项目效果越好。

知情人表示，这些物品成本极低，有些售价上万
元的佛牌，其实是镀金材质，成本最多几百元，卖多少
钱全看销售员的个人“忽悠”能力。

青云街那家被查处的“命运塔罗”店铺的销售账
单显示，仅一个半月时间，该店就有13万余元的销售
额。

黄泳信说，这些店铺的经营者具有较强的规避监
管意识。青云街这家“命运塔罗”店铺把迷信广告撤下
后，仍以销售工艺品的名义继续经营，市场监管部门
虽然进行了立案，但不能责令其立刻停止经营。其他

“命运塔罗”店铺得知青云街的这家店被立案调查后，

就把自家店铺的宣传迷信广告撤下，以此规避监管。
记者今年1月中旬来到青云街这家“命运塔罗”店

铺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依然在营业。店内设置了佛台
和展示佛牌、香火蜡烛、灯盏等物品的展览柜，墙壁上
挂有佛像和一些明星佩戴佛牌等饰品的照片。店员介
绍，店内除出售这些物品外，还提供解析塔罗牌、“冲
花凉”、做法事等服务。

加强对迷信诈骗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公众辨识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潘屹表示，
“塔罗牌占卜”等不过是披着“洋外衣”的迷信活动，无
论花样如何翻新，本质上都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实
施敛财。

“所谓改变命运并无事实支撑。”潘屹说，有的顾
客可能会觉得购买这些物品或项目后确有效果，但这
只是出于主观强烈的心理需求，商家利用模糊的语言
强化这种虚假因果关系。

潘屹等专家认为，应加大宣传力度，揭穿此类迷
信活动的骗术，提高公众辨识能力。同时，相关管理部
门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现实问题的妥善解决，完善心理
疏导机制，提供专业的社会化服务，减少滋生迷信的
土壤。

面对一部分年轻人热衷“请吉祥物”“调理运势”
等现象，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教师孙
大强等专家表示，在互联网时代，学校、媒体和科普组
织要多运用短视频、游戏、动漫等新手段宣传科学常
识。同时，针对大学生情感需求和心理问题，高校应加
强引导，帮助年轻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宇建议，在
相关法律中应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利用网络传播迷信
信息进行经营行为的管理和处罚措施，若经营者涉及
传销、欺诈、组建非法组织等违法行为，应坚决予以查
处，依法追究经营者责任。另一方面，网络平台应该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加强对网络账号的审查和日常监
管，对涉嫌宣扬迷信或诈骗钱财的活动，应立即关停
账号、冻结账款，并将有关情况报告监管部门予以进
一步查处，保障民众的利益。

（新华社南宁2月19日电）

揭秘网红“塔罗牌占卜”敛财术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黄浩铭 陈一帆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景德镇监管分局批
准，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中心支公司于
2021年2月4日变更经营范围，并领取《经营保险业务许
可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中心
支公司

发证时间：2021年2月19日
机构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景东大道与陶阳路交汇

处恒大御景5栋13号商铺
机构编码：000068360200
负责人：余景平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

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江西省景德镇市
联系电话：0798-7186699
邮政编码：33300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景德镇监

管分局

公 告

首次明确参保人员个人义务、定期向社会公开
医保基金情况、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与人员等信用管
理制度……2021年5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明确
为老百姓的“看病钱”划清不能触碰的“红线”，为
整个医保制度步入法治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哪些
条款与你有关？记者采访了医保专家与业内人士。

首次具体明确参保人义务
条例亮点之一是首次具体明确参保人员的义务。

“参保人员的行为直接影响医保基金的安全与效
益。”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表示，因此条例
要求参保人持本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按照规
定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如果个人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采取将本人
的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重复享受医疗保障
待遇、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专卖药品等方式，
骗取医保基金，将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至12个
月，并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此外，对于涉嫌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且拒不配合
调查的参保人员，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可以被暂
停，而暂停联网结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将由参
保人员全额垫付。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明确应当建立定点医药机
构、人员等信用管理制度，并将日常监督检查结
果、行政处罚结果等情况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平台
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惩戒。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奕祥表示，要求

个人守信，实际上就是从法律角度要求全社会共同
参与。

向骗保毒瘤“亮剑”势在必行
“医保基金监管形势一直比较严峻。”施子海

说，医保基金使用主体多、链条长、风险点多、监
管难度大，欺诈骗保问题持续高发频发。

据施子海介绍，2020年，60余万家定点医药机
构被检查，40余万家违法违规违约定点医药机构被
处理，223.1亿元医保基金被追回。一半以上的定点
医药机构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基金使用问题。

“我国医保领域的法制建设滞后，医保基金使用
监管缺乏具体政策规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
功成认为，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不仅造成基金流
失，也导致了医保待遇的不公，是影响医保制度健
康持续发展的“毒瘤”。

为避免医保基金成为新的“唐僧肉”，条例明确
包括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
医药机构等基金使用主体责任，并细化医保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与主体法律责任。

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医保
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如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由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并规定相应的定量处罚，包括解除服务协议、
吊销执业资格等。

“条例为有效实施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提供了基本
依据。”郑功成说，这是我国医保基金管理开始步入
法治化轨道的重要标志，将正式开启医保基金管理

的法治之门。
多方联手让监管“长牙齿”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明确将构建系统的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

就监督管理体制来说，条例明确将构建行政监
管、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相结
合的监督体制；就监督管理机制来说，条例将建立
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
政、审计、公安等部门共同发力的联合监管机制；
在医疗保障系统内建立以行政监管为主、协议管理
协同的监管机制。

此外，在强化监管措施方面，条例还规定大数
据智能监控、专项检查、联合检查、信用管理等监
管形式。

这意味着，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将为医保基金扎
牢监管“笼子”，并让监管“长牙齿”，直逼“痛
处”，落到实处，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刀刃”
上。

“条例的亮点与进步是让执法有了实实在在的落
地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姚宇认
为，条例将进一步促进行业规范和自我约束，有效
避免过去医保基金监管的“九龙治水”现象，实现
用“一个本子”让医保基金监管执法落到实处。

郑功成表示，条例明确建构了包括行政部门监
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个人守信四位一体的监
管体系，发出的不只是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的明
确信号，更是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为医保基金使用“划红线”
——解读首部医保基金监管条例

□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龚雯 帅才

2 月 20 日，求职
者在武汉市武昌区

“贺新春·点亮 2021”
大型招聘会现场与招
聘单位代表交流。

春节过后，各地
举行多场招聘会，通
过线上线下渠道为用
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
多种选择。

新华社发
（李海贵 摄）

新春伊始
招 聘 忙

新华社巴格达2月20日电 伊拉克北部萨拉赫丁省拜莱
德空军基地20日晚遭3枚“喀秋莎”火箭弹袭击，造成一人受
伤。

萨拉赫丁省警方官员穆罕默德·巴齐当天表示，拜莱德
空军基地当晚遭3枚“喀秋莎”火箭弹袭击，其中一枚击中基
地内一处美军承包商所在的建筑，造成建筑受损、一名伊拉
克籍雇员受伤。其余两枚火箭弹落在基地内空旷地带，未造
成人员伤亡。

伊拉克一空军基地遭3枚火箭弹袭击

新华社悉尼2月20日电（记者 郝亚琳）莫尔兹比港消
息：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家孔子学院巴新科技大学孔子学院
19日在巴新第二大城市莱城正式成立。

中国驻巴新大使薛冰与巴新总督达达埃、副总理巴希
尔、巴新驻中国大使萨旺、巴新科技大学校长瑞纳吉当天
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

薛冰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巴新首家孔子学院，巴新科
技大学孔子学院为中国与巴新两国教育、文化、人文交流
提供了独特平台。相信在孔子学院学习的青年一代将成为
巴新未来建设的有生力量，期待他们加入中巴新友好合作
事业，为两国交流与合作架起新的桥梁。

达达埃说，巴新首家孔子学院正式成立，有助于增进
巴新和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希望巴新青年通过孔
子学院认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两国交往注入更多活
力。

瑞纳吉表示，巴新科技大学重视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
展。学校有信心同中方一道办好孔子学院。

据悉，这家孔子学院由巴新科技大学与中国重庆师范
大学合办，目前已有近300名巴新科技大学师生报名学习
中文。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家孔子学院成立

新华社广州2月20日电（记者 刘大伟） 2月20日，首
列时速160公里的“活力橙”电客车被吊装进入广州地铁
18/22号线陇枕停车场。这标志着广州地铁18/22号线成功
为列车“安家”，为下一步多专业联调联试及移交运营创造
了有利条件。

连接广州市中心城区和南沙自贸区的地铁18/22号线车
辆采用时速160公里的市域D型车，8编组形式，这也是粤
港澳大湾区首列时速160公里的地铁列车。

该车型充分借鉴动车组及地铁技术，具有速度等级
高、载客量大、快速起停、快速乘降等特点，采用站站停
与大站直达相结合的运营模式，满足都市生活圈的出行需
求，具有鲜明的地铁列车服务特点。

18号线车辆外观以“湾区蓝”为主色调，呈现蓝色大
海与金色海岸线的和谐呼应；22号线车辆采用“琥珀金”
主色调，腰带搭配“活力橙”。

针对全隧道时速160公里运营、25千伏全刚性接触网
受流等复杂运行条件，这两线地铁列车采用横纵结合座椅
布置，使得载客量比城际列车多20%，设置4对大开度双
开塞拉门，实现乘客快速乘降；采用流线型头型、一体化
外风挡、全密封设备舱，有效隔离外部噪声，解决了车辆
气密性、噪声控制等难题，在高速运行中给乘客带来舒适
体验。

根据计划，18/22号线共计采购40列，其中18号线25
列，22号线15列。占地2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95524
平方米的陇枕停车场承担着其中19列列车停放、日常保
养、列检及周月检等保障任务。

粤港澳大湾区首列时速160公里
地 铁 列 车 成 功“ 安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