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天下 2017年6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丁新科 王文齐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 21日电 当
地时间21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
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
盛顿共同主持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
话。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
谋部参谋长房峰辉等参加。

杨洁篪指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
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的成功会晤为新时
期中美关系指明方向，作出规划。在
两国元首共识引领下，近来两国关系
取得新的积极进展。双方要牢牢把握
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推动中美关系
取得更多积极进展。

双方均表示，将继续按照两国元
首重要共识，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
领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
方认为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十分重要，
相信经过共同努力，两国元首在7月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的会晤
将取得积极成果，特朗普总统年内应
习近平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
问将取得成功。双方期待年内举行好
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
文等其他3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的首轮
对话。

中方指出，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彼
此战略意图。中国战略意图很明确，
就是维护好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动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致力
于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
心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推动国际
体系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政治制度和

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以及彼此的发展利益，确保中美关
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美方表示认识到中国正持续快
速发展，没有任何意图遏制或削弱中
国，愿与中国加强合作，发展长期建
设性关系。双方应通过加强对话与
合作，努力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

中方在对话中强调了在台湾、涉
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以及美方恪守有
关承诺、妥善处理上述问题的重要
性。美方表示，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一
部分，不支持分裂中国的活动。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中方重申
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坚持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
立场。各方应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

有关决议，同时应推动早日重启对话
谈判。中方提出的“双轨并行”思路和

“双暂停”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理解
和支持，有关各方应积极考虑采纳，共
同推动朝核问题回到对话谈判的轨
道。中方重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

“萨德”系统，要求停止和撤销有关部
署。

关于南海问题，中方强调，中国对
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中方有权采取措施维护自身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中方始
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通过谈
判磋商和平解决争议。美方应恪守在
有关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
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尊重
地区国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关争议
的努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
设性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2日电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 22日开始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
草案对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国歌标
准曲谱的审定、发布和使用，奏唱礼
仪规范以及不得奏唱、播放国歌的场
合等做出规范。

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
志。草案附件中载明了国歌的歌词
和曲谱。

草案明确规定七类场合应当奏
唱国歌，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议、闭幕
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开幕会议、闭幕会
议；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仪式；各级
机关组织的重大庆典活动、重要表彰
仪式、重大纪念仪式、国家公祭等；重
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事；其他需

要奏唱国歌的场合。
草案同时规定，不得在私人丧事

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奏唱、播放国歌。
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广
告、公共场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等。

为了体现国歌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草案规定：“奏唱国歌，应当按照
本法规定的歌词和曲谱，不得修改国
歌歌词，不得采取损害国歌尊严、影
响国家形象的奏唱形式。”为增强奏
唱国歌的仪式感，体现对国家象征的
尊重和维护，草案规定，奏唱国歌时，
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举行
升国旗仪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
当面向国旗，着制式服装的现役军
人、人民武装警察、人民警察等人员
行举手礼，其他人员行注目礼。

草案还规定，在公共场合，恶意修
改国歌歌词或者故意以歪曲、贬损方
式奏唱国歌，损害国歌庄严形象的，由
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2日电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2日通报，“新
浪微博”“ACFUN”“凤凰网”等网站
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
且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
视听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
性节目，被关停视听节目服务。

通报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于近日发函责成属地管理部门，按照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
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关停上述网
站上的视听节目服务，进行全面整

改，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更加清朗的
网络空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年来
多次就网络视听服务进行规范。去
年 9月，总局下发通知，重申相关规
定，要求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机构依法
开展直播服务。去年底，总局再次下
发通知，规定利用微博、微信等各类
社交应用开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的网络平台，应当取得《信息网络传
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相关资质，并严格在许可证载明的
业务范围开展业务。

据新华社杭州 6月 22日电 在
22日召开的全国“互联网+人社”推
进座谈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
责人表示，9月底前基本实现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说，各地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年
的重点督办任务，整合资源，加快接
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确保9月
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联网和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任务目

标。
同时，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医

保服务模式，让群众就医更加便捷。
“这方面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有不少
借助手机客户端、微信等渠道开展医
保服务的例子，值得认真总结，优化
推广。”尹蔚民说。

作为基础支撑，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正在推进社会保障卡的普及和
应用，增强线上支付能力，力争尽快
实现全国社会保障一卡通。

□本报记者 龚砚庆

赴港采访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新闻处曾在对接中通知：抵港后，记
者需自行从香港国际机场赶到位于湾
仔的酒店。当然，细心的联络员也在
电子邮件中推荐了几种交通方式——
公交、地铁、出租车等，并有大概的费
用提示。

与平常的离别嘱托不同，家人和
朋友可能受网上一些流言蜚语的影
响，一再提醒我“一定要小心些”。

下了飞机，乘公交赶往酒店的路
上，只见一路井然有序，满眼繁华景
象。采访团 18人中大都是第一次到
香港，行前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心，但真
正从香港市内走过一次，却发现根本
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回归 20年的香
港，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在接下
来几天的采访、参观中，这种感受愈加

强烈。
采访的第一站是香港立法会。接

待记者的秘书处公共资讯总主任彭洁
玲带领大家参观了议员们工作的地
方、会议大厅等。在介绍立法会的主
要职能与工作程序后得知了记者们来
港前的担心，她连连摆手：“请大家千
万不要这样认为，极少数人的言论和
行为根本不能代表绝大多数香港市民
的意见。”

她告诉记者，回归20年来，香港经
济社会发展始终很平稳。“香港是个
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市民有多种渠道
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见。特别是在议
员质询政府部门某项政策，或立法会
开会制定法例时，市民均可表达自己
的意见。”彭洁玲指着大楼外有着凉亭
的一片区域说，那里是专门提供给市
民表达意见的地方，市民可以与议员
当面沟通交流。

接受采访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
席李慧琼表达了同样的意思：“20年来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让更
多市民越来越坚信爱国爱港就是在爱
护自己的未来。”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
与内地经济日趋融合也进一步增强了
香港社会的向心力。“‘一国两制’是奠
定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政制及内地
事务局副秘书长何珏珊介绍说，回归
20年来，香港战胜了许许多多的挑战，
巩固传统优势，开创新的机遇，各项事
业繁荣发展。

资料显示，1997年以来，香港与内

地的联系更加密切和深入，合作范围
不单涉及商贸、金融等，更涵盖了基
建、创新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环境
保护、旅游及公共卫生。

“香港是个法制社会，独立完善的
司法制度也为社会的繁荣进步提供了
根本保障。”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黄惠
冲介绍，《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宪制性文件，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等
重要理念，也规定了实行的各项制度。

“只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做事，
香港的未来肯定会更加充满希望。”黄
惠冲说。②8

国歌法草案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七类场合应当奏唱国歌

9月底前实现住院费用跨省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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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叫停视听节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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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港爱未来

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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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债权申报公告

根据《律师法》规定，河南聚铭律师事务所出
资人决定改制，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持
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到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路61
号裕鸿国际C座818室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聚铭律师事务所

遗失声明

▲开封医学专科学校李雪梅医学专业毕业
证丢失，证号：证书登记第89195号，声明作废。

▲西峡县森林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调
味料（半固态、固态）食品生产许可证（含正本、
副 本 和 品 种 明 细 表 ），证 件 编 号 ：
SC10341132300290，现声明作废。

▲王亚普黄淮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
证号（109185201405002133）丢失，声明作废。

▲ 张 爱 宁 驻 马 店 师 专 毕 业 证 号
（9608012）、河 南 师 范 大 学 毕 业 证 号
（98060955）丢失，声明作废。

▲臧婿黄淮学院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
号（109185201506005691）丢失，声明作废。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
年 7月 3日下午3时在郑州市铭功路83
号豫港大厦27楼召开拍卖会，依法对河
南中孚热力有限公司 51%股权进行拍
卖。竞买者须符合2017年 5月 19日在
《河南日报》和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hnprec.com）发布的《河
南中孚热力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公
告》中的要求，并具备规定的受让条件，
接受相关单位资格审查后，于拍卖会前
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17年6月23日至29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铭功路83号豫港

大厦27楼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话：0371-66285738
工商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河南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和同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6月21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
毕内陆集装箱港，中国援助肯尼亚
的粮食通过蒙内铁路货运列车运至
内罗毕，这是蒙内铁路通车以来首
次承担货运任务。 新华社发

6月 22日，第八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
龙江省黑河市开幕，2000余名中俄两国民
众参加花车巡游活动。 新华社发

▶几辆花车在巡游中
▼俄罗斯少年参加花车巡游活动

花车巡游奏响
中俄“最炫”民族风

迎接香港回归 周年

视觉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
案）》22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这是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
的专门法律，对进一步规范我国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罗
清泉说，防治土壤污染，直接关系到
农产品质量安全、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首
次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
明，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
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
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
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
分别为11.2%、2.3%、1.5%和1.1%。

草案共九章九十四条。草案的一
大特点是明确规定了防治土壤污染应
当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

理、风险防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
为了在源头上防止对污染土壤的

不当利用，草案规定制定和修改土地
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土
壤污染防治要求，合理确定土地用途。

草案根据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
分设专章规定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对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用
地，草案规定，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
管理制度。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
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

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草案规
定，列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名录的污染地块，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城乡
建设等有关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
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
用地。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污染地块不得作为住宅用地

6月22日，机器人在渝洽会上表演。当日，第二十届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
球采购会（简称“渝洽会”）开幕，签约项目投资总额3719.7亿元人民币。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