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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
物治疗疾病”警示用语区应当位于最小销售包装
包装物（容器）的主要展示版面，所占面积不应小
于其所在面的 20%，使用黑体字印刷。从明年 1月
起，保健食品标签要醒目标注警示语、规范保质期
标注方式。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8 月 20 日正式发布《保健
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和《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副局长孙梅君介绍，指南涉及产品上市后监管，
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办法涉及产品
市场准入，将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据介绍，指南旨在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监
管，让企业郑重声明，让公众明白消费，让保健食
品不是药品深入人心。办法推进保健食品注册
备案双轨制运行，建立开放多元的保健食品目录
管理制度，以原料目录和功能目录为抓手，进一
步强化产管并重，社会共治。

明年1月起保健食品
要醒目标注警示语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商务部：世界500强公司中有约490家在华投资
■陕西近20年退耕还林1861.5万亩 居全国第一
■第九届陕西省互联网大会将于9月19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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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二版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发布
进一步提升医保待遇

五部门发布《意见》治理“校闹”
以保险机制为核心建立多元化损害赔偿机制

详见第三版

导 读

本报讯（记者 刘强）8 月 21 日，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节有关情况。据了解，艺术节将于 9月 7日至 21
日在西安举办。

本届艺术节共吸引 17个国家和地区的 24台剧
目参演，共计演出 51场；全国 10省（区、市）及相关
单位参演剧（节）目 25台，共计演出 47场。中国画、
油画、版画、水彩（粉）画、雕塑以及国际美术作品在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展出，书法（篆刻）作品在亮宝楼
艺术博物馆展出，摄影作品在陕西省图书馆展览馆
展出，刻字作品在力邦艺术港展出。期间，还将举
办丝路·巡演季《一路同心》公益巡演活动，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队将赴延安、宝鸡等市（区）
开展巡演。

艺术节自 2014年已成功举办五届，已经发展成
为陕西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品牌。

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将于 9 月 7 日在西安开幕

本报讯 8月 21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
工会主席郭大为在西安会见了由皮萨罗议长率领的
拉美议会代表团一行。郭大为对代表团一行访陕表
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陕西省省情及省人大常委会
工作。他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与拉美
国家在“一带一路”上越走越近、越走越亲。陕西省
人大常委会愿加强与拉美议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开辟地方议会往来的新路径。皮萨罗对陕西的
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加强交流合作，推动
拉中合作交流日益深化。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水岐，有关在陕全国人
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等参加会见。

郭大为会见拉美
议会议长皮萨罗

中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中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4747台台 居全球第三居全球第三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 21日

电 中国核学会 21 日发布消息
称，截至 2019 年 6 月底，中国大
陆在运核电机组 47台，装机容量
4873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三。

这是记者 21 日在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开幕的中国核学会
2019年学术年会获得的消息。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全
国核电投产约 1900万千瓦、开工
760万千瓦以上，预计 2020年装
机容量达到 5103万千瓦。

“我国核电自主创新体系不
断完善，核电关键设备和材料国
产化率显著提高，形成以华龙一
号、CAP1400为代表的自主三代
核电技术，同时快堆和高温气冷
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小型反应
堆研发和示范工程准备在积极
推进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

寿君在会上说。
王寿君还介绍说，加纳微堆

低浓化改造、上海同步辐射光
源、中国先进研究堆、全超导托
卡马克实验装置、中国散裂中子
源等大科学装置和先进核科学

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随着核技术的创新进展，相

关技术应用已在辐照加工、核医
学、公共安全等方面形成一定的
产业规模。“近年来国内核技术
应用产业规模年增长率超 20%，

年产值达数千亿元。可以说我国
核工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王寿
君说。

中国核学会学术年会是中
国核科技界学科设置最全、规模
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

台，每两年举办一次，之前已举
办五届。此次年会邀请了张焕
乔、孙玉发、李冠兴等 14名院士
与会，来自科研院所、核相关企
事业单位等 1000余人参会，征集
论文 1400余篇。

据《人民日报》 主题为“智
能新生态、开放新时代”的 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 8 月 20 日在京
开幕，大会由主论坛和专题论坛
组成，还将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
会及世界机器人大赛。

为期 3 天的主论坛将汇聚
300多位业界顶尖专家和企业领
袖，分别围绕“国际合作与机遇”

“基础技术与创新”等进行主旨
报告和高峰对话；世界机器人博
览会展览面积 5.2 万平方米，由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
机器人、智能物流机器人四大展
区组成，18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
业及科研机构将携最新技术成
果、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亮相；
2019 世界机器人大赛已在全球

举办多场选拔赛，全年累计参赛
人数超过 4万人，本次将有来自
全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支队伍参赛。

工信部在大会上透露：2018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 14.8
万台（套），全球产量占比超
38%。中国电子学会最新发布的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显示，我国是全球第一大
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工业机器
人密度在 2017 年达到 97 台/万
人，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预计
将在 2021 年突破 130 台/万人，
市场需求潜力依然巨大。今年，
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将达
86.8亿美元。其中，工业机器人
57.3亿美元。

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球超三分之一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球超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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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
年，今年 10 月 1 日前后，北京将
隆重举行庆祝活动，热情欢迎中
外记者采访。庆祝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设在北
京梅地亚中心，将于 9 月 23 日开
始正式运行。为便于中外记者

采访，新闻中心将负责接待前来
采访庆祝活动的中外记者，组织
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联系
安排中外记者采访活动，并开设
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
号，为记者采访报道庆祝活动提
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为方便香港特别行政区记

者、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台湾地
区记者和外国记者提交采访申
请，大会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统
（域名：http://reg70prc.zgjx.cn），欢
迎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通过该
系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申
请受理时间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
起，至 2019年 9月 8日止。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
新闻中心新闻中心 99 月月 2323 日运行日运行

上海的垃圾分类引发社会热
议，而随着国内另外45个重点城
市陆续出台政策，垃圾分类正扩
展到全国。为何垃圾分类一夜之
间变得如此紧迫和重要？如果
你目睹了城市周边的垃圾填埋
场，真相其实离你并不远。

被垃圾“逼疯”的背后，隐藏

着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
垃圾围城。

号称全国日处理量最大的
垃圾填埋场，也是目前国内库容
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1994
年6月运行的西安江村沟垃圾填
埋场，到今年 10 月将被填满，随
即封场。

杭州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从
2007年到现在12年的时间里，杭
州已经填埋了1700多万吨垃圾。
突然暴增的垃圾量，使原本能用
24年的填埋区被提前堆满。

被困的不仅是西安和杭州。
据报道：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
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
长度接近50公里。2010年，导演
王久良拍摄的《垃圾围城》震惊世
界：原来我们生活的环境处在一
个个巨大的垃圾场之间。

填埋是很多城市解决生活垃
圾 最 主 要 的 方 法 。 据 住 建 部
2018 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600
多座大中城市中，三分之二陷入
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已没有
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终结垃圾

填埋的粗放处理方式，已经成为
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一个迫在眉
睫的难题。

垃圾焚烧、分类处理、无害化
回收，这些都是最新的垃圾处理办
法，但前提是垃圾分类。当我们费
尽心思落实垃圾分类时，应该考虑
这样一个问题：垃圾从哪里来？

有数据显示：在中国的大街
小巷，每周最少有4亿份外卖在路
上，至少产生4亿个打包盒和4亿
个塑料袋，以及 4 亿份一次性餐
具。快递包裹产生的纸箱、塑料

袋、胶带、泡沫等一次性用品每年
更是百亿量级，当大自然的分解速
度和目前城市处理垃圾的速度远
远跟不上人类产生垃圾的速度时，
垃圾围城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养
成健康环保的生活习惯，就是从
源头上为垃圾分类工作做减法。
垃圾分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我们有必要在教育宣传方面下更
大的功夫，让人们意识到垃圾分
类不仅仅是分好类，更重要的是
减少垃圾的产生。 （张英）

科学分类 循环利用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
电（记者 齐中熙）记者 20日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我国在建最长的铁
路项目浩吉铁路（原称蒙华
铁路）开始动态检测，试验
车组对线路、通信、信号、接
触网等系统进行动态测试，
为全线 10 月 1 日前建成开
通做好准备。

浩吉铁路全长 1800 余
公里，设计时速 120公里，规
划年运煤能力 2亿吨，是国
家“北煤南运”新的战略大
通道。为满足运煤专列的
运行需要，隧道内增设了防
护门阻燃、隔断措施和自动
灭火消防设备。

据中国铁建电气化局
技术人员介绍，浩吉铁路是
我国第一条按重载铁路设
计的货运铁路，机车牵引功
率大，牵引变电所回流电流
大，最大牵引电流为 2300安
培，开通后将实现一列车荷
载 160辆车厢的牵引能力，
按每节车 60吨运力计算，每
列车将可以替代 30吨的载
货汽车 320辆。

为实现高强度牵引，接
触网所使用的接触线由高
铁通用的镁铜合金改为银
铜合金，导电性能更优，使机
车牵引功率更大。此外，浩
吉铁路列车控制系统还试用
了国产“北斗”导航系统。

我国最长重载铁路开始动态检测

近 期 以 来 ，
位于宁陕县广货
街镇蒿沟村的秦
岭峡谷漂流，每
天都能迎来大批
游客。图为游客
在 橡 皮 筏 上 嬉
戏，享受青山绿
水带来的凉意。

杨宁 摄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
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
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
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
心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

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就

是新时尚。
一场践行“新时尚”的垃圾分

类，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
启动。

“分类”带来好环境、好心情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小庙

子村的各位父老乡亲，请自觉做
好垃圾分类……”一大早，天蒙
蒙亮，村民张玉奎就开着垃圾清
运三轮车，开始在村子里来回转
悠。三轮车大喇叭传出的声音
在村里回荡，不时有村民闻声而
出，将分好的垃圾投放在张玉奎
的垃圾清运车里。

这是记者近日在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农村采访时
看到的一幕。

小庙子村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松山区，去年以来，村
里开始下大力气实行垃圾分
类。在村口溜达的 70岁村民毕
雨良对记者说，以前街边破破烂
烂的，全是杂草、废瓶子、烂纸
壳，现在大变样了，“环境好了，
出门心情都好。”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
头连着文明”——在全国率先实
施垃圾分类的上海市民，对此感
受尤深。

上海市宝山区杨泰公寓 7月
份垃圾分类相关条例正式落地
以来，社区施行“定时定点投放”
制度。垃圾桶变少了，7个投放
点缩减成 2个；垃圾桶摆放时间

也变短了，投放点每天早晚各开
放 2个小时，期间物业现场守候，
桶满即刻运走，防止外溢。

小区一对龙凤胎寿成武、寿
雄佰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
暑假期间，做了 20多次志愿者，
亲历了垃圾分类“让家园更美丽”
的过程。

“玉米须是湿垃圾，皮是干垃
圾；核桃壳是干垃圾，桃核也是干
垃圾。”这些容易混淆的垃圾，姐
弟俩“门儿清”。

数据显示，7月份，《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首月，湿垃
圾日均清运量为 0.82万吨，比上
月增加 15%，较 2018 年底增加
82%；干垃圾日均清运量约 1.7万
吨，相较 6月份下降 11.7%；可回
收物日均清运量则增加 10%至
4400吨。干垃圾减量、湿垃圾和
可回收物资源化情况不断变好。

垃圾分类这一“新时尚”正从
上海持续向全国扩散。近期，一
名导游向来沪游客背诵垃圾分类

的视频走红网络。
“来次上海还能学到垃圾分

类的知识，挺好。”来自河北的游
客周启明说。

“分类”有益城乡精治、社区和谐

今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
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
惯养成。并强调要加强引导、因
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
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如何推动习惯养成，怎么做
细做实？对此杨泰公寓的居民深
有体会。

实施垃圾分类后，针对“定时
投放”，杨泰公寓的居民曾在群里
展开过热烈讨论：

“‘早上6点半到8点半、晚上
6点到8点’的时间点跟自己的工
作生活节奏不符，赶不上扔垃圾
怎么办？”有居民问。

（下转第二版）

7 月 22 日，小朋友在凌大塘社区“垃圾分类”暑期小课堂上参
加垃圾分类小游戏。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凌大塘社区举
办“垃圾分类”暑期小课堂，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讲解、垃圾分类小
游戏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垃圾分类我先行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新时尚新时尚””的美丽折射的美丽折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