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
以来，我国又分别在2015年、2017年、2018
年分别增设三批自贸试验区，形成了由南到
北、由东至西的“1+3+7+1”的开放发展格局

6月21日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经济研究院发布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显示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运
行5年多来，成果显著

累计新设企业60余万家
外资企业近4万家
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二的面积

吸收了12%的外资

创造了12%的进出口额

（据新华社武汉6月21日电）
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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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累计

新设企业60余万家
外企近4万家

告别“六小件”

我们还能愉快地住酒店吗？

有网友认为，酒店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
品，节省成本后能否降一降房费？

对此，华住酒店集团表示，酒店一次性用品
价格较低，对酒店成本影响有限，实施新规后，
还可能增加酒店管理和人力成本，目前华住没
有调整房费的计划。

记者拨打万豪、香格里拉在上海的两家酒店
订房电话，客服人员均表示，7月1日起将严格执
行相关规定，但如果消费者提出明确使用需求，在
提供的同时是否额外收费还未确定。

监管部门已对借机收费说“不”。上海市文
旅局表示，星级饭店评定标准等行业标准对特定
酒店的服务有明确规定的应当遵照执行，没有相
关限制的，是否收费由企业自行决定。如要收费，
需明码标价，如原先不收费的，不得借机收费。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
敏认为，除不再主动提供“六小件”外，酒店行业
推进低碳环保化经营任重道远。“比如酒店床
单、被罩由一天一换改成一客一换，将夏季空调
温度默认设置成26摄氏度，有条件的酒店可采
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新华社上海6月21日电 记者杨有宗 陈
爱平 杜康）

酒店不再主动提供“六小件”，直接受影响
的无疑是消费者。

武汉创业者徐志强表示，因工作需要经常
到上海出差，很多出差是临时决定的，有时会
从办公室直接出发，根本来不及收拾日用品，
对于一次性用品比较依赖。

青岛市民崔女士表示，出差或旅游时，一
般会自带洗漱用品。“牙刷用一次扔掉挺浪费
的，香皂只用一两次也很可惜。”

据了解，近年来许多城市都曾尝试不主动
提供“六小件”。如杭州市规定，住宿、旅游、餐
饮经营者不得在经营活动中免费提供一次性
用品。广东、云南、山东等地也都曾倡议酒店
取消“六小件”。

但在不少地方，实际收效却不尽如人意。
业内人士表示，酒店行业竞争激烈，消费者已
习惯“无微不至”的服务，这需要旅客进一步转
变消费观念。

携程大住宿事业群国内平台总经理杜亮
亮表示，全国酒店行业客房数量在1300万到
1500万间，按入住率50%计算，保守估计全国
每天至少有650万套一次性用品被使用和丢
弃。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对垃圾减量化有
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个领域看似微小的
节约都会产生巨大的效果。”来自乌克兰的留
学生蒂娜说。

尽管离正式执行日期还有一段时间，但记
者在上海徐汇区的多家五星级酒店看到，大堂
里已设有“7月1日起，酒店将不主动提供一次
性用品”等标语。上海闵行区一家快捷酒店表
示，从6月中旬开始，前台人员还会口头提醒
入住旅客这一规定。

包括艺龙在内的多家在线旅游网站目前
均在订房页面提示，7月1日起，上海旅游住宿
业将不再主动提供牙刷等一次性日用品。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负责人
表示，新规的要点在于“不主动”，即酒店不能
主动配置、设置一次性用品。但当住店客人明
确表示需要时，酒店仍可提供上述“六小件”，
提供方式可以是送物上门，也可以是客人到特
定地点申领。

记者注意到，上海市规定的不应主动提供
的一次性日用品与酒店行业所说的“六小件”
有一定区别。业内人士表示，通常说的“六小
件”是指牙刷、牙膏、香皂、浴液、拖鞋、梳子，其
中，仅有牙刷、梳子出现在上海市规定的“不应
主动提供的一次性用品”名单中。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解释，一次性拖鞋和
香皂不在此次名单内，是因为前期调研时，消费
者普遍反映这两类用品不方便随身携带。此外，
市面上售卖的大部分浴液规格都超过100毫升，
超过民航局规定随身行李携带液体的上限。

“因为牙刷进了目录，牙膏实际上也无法
在房间提供。”绿地酒店旅游集团市场传讯总
监王苗苗表示，酒店行业一次性用品供应链较
为成熟，牙刷、牙膏一般为套装，不主动提供牙
刷也就意味着牙膏暂时无法提供。“我们也在
研究，后续是否可以提供独立包装的牙膏。”

上海市文旅局表示，此次推出的目录是
“2019年版本”，未来随着公众对垃圾减量化
的认识不断提高，这份名单也将有所调整。

下个月起到上海出差的旅客，需要自带牙刷、梳子等生活用品了。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上海市旅游住宿业7月1日起将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等六类一
次性日用品，违者将被最高处以5000元罚款。

业内专家表示，酒店不主动提供“六小件”，可以从源头上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但也的确会给
消费者带来诸多不便。告别“六小件”，我们还能愉快地住酒店吗？

每天数百万套一次性用品被丢弃 便利背后是惊人浪费

不提供一次性用品不能成“额外收费”借口

不主动提供“六小件”
多家酒店已经行动起来

首次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专门制定系统性、综合性司法文件

重磅！最高法发文为科创板“撑腰”

“同股不同权”是科创板改革中的
重要探索创新，符合市场规律。但也
有人担心，科创板上市公司中可能存
在“少数人控制”“内部人控制”等公司
治理问题，以公司自治方式突破科创
板上市规则，侵犯普通股东合法权利。

对此，意见给出了明确答案：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否定行为效力，禁止特
别表决权股东滥用权利，防止制度功
能的异化。

刘贵祥介绍，案件审理中，要准确
界定特别表决权股东权利边界，坚持

“控制与责任相一致”原则，在“同股不
同权”的同时，做到“同股不同责”。

此外，意见还指出，对于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主体，即使履行了
法定公司决议程序也应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
刘慧 罗沙）

担心券商忽悠股民乱买科创板股
票？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证券公司因未
履行投资者适当性审查、信息披露及风
险揭示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人民
法院应当判令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投资者合法权益受损，打官司成
本太高？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完善符
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体制机
制，降低投资者诉讼成本。具体包括：

——立足于用好、用足现行代表人
诉讼制度，对于共同诉讼的投资者原告
人数众多的，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

——探索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优先
用于民事赔偿的工作衔接和配合机制。

——研究探索建立证券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制度。

……
“在证券民事诉讼中，相对于违法违

规主体，投资者在取得和控制关键证据
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林文学说，意
见要求，各级法院探索建立律师民事诉
讼调查令制度，方便投资者的代理律师
行使相关调查权，提
高投资者自行
收集证据
的能力。

在科创板改革中，如何提高市场违
法成本备受各方瞩目。最高法民二庭
庭长林文学介绍，本次意见主要从两方
面发力：一是构建多维度打击证券犯罪
机制；二是用足现有法律制度，强化违
法违规市场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

意见规定，在刑事审判方面，将依
法从严惩治申请发行、注册等环节的
各类欺诈和腐败犯罪。对于发行人与
中介机构合谋串通骗取发行注册，以
及发行审核、注册工作人员以权谋私、
收受贿赂或者接受利益输送的，依法
从严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从严惩治违
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内幕交易等
金融犯罪分子，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依
法加大罚金刑等经济制裁力度。

林文学表示，根据科创板信息披
露特点，意见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
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进
行了系统规定。

此外，为配合监管部门防止资金
违规入市助涨助跌，意见还明确提出，
对于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
资平台、民间配资公司等法人机构与
投资者签订的股票配资合同，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意见要求，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指使发行人从事欺诈发
行、虚假陈述的，依法判令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直接向投资者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有效改善市
场乱象中相关责任主体违规成本过低
的问题。

对于科创板改革来说，信息披露
是各方参与市场博弈、发现科创企业
价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生命
线”。在注册制试点的背景下，虚假信
批、欺诈发行对于正常市场秩序破坏
巨大。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刘贵祥指出，民事责任的追究，是促
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尽责归位的重要一
环。意见对欺诈发行进行了明确界
定，同时还对发行人、保荐人、证券中
介机构的信息披露民事责任追究，进
行了体系化规定，严格落实发行人及
其相关人员的第一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在审理
涉科创板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时，
应当审查的信息披露文件，不仅包括
招股说明书等常规信息披露文件，也
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审核问询的每
一项答复和公开承诺。

专家指出，根据意见，
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
不仅要审查信息披露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等，还要结合科创板上
市公司高度专业性、技
术性特点，重点关注
披露的内容是否简
明易懂，是否便于一
般投资者阅读和
理解。

科创板开市在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
障的若干意见》21 日
发布，从依法保障以市
场机制为主导的股票
发行制度改革顺利推
进、依法提高资本市场
违法违规成本、建立健
全与注册制改革相适
应的证券民事诉讼制
度等方面提出了17条
举措。

这是最高法历史
上首次为资本市场基
础性制度改革安排而
专门制定的系统性、综
合性司法文件。

意见对于公众关
心的科创板诸多焦点
问题，均作出了针对性
的回应。

新华视点

虚假陈述、欺诈发行怎么管？
——严格落实发行人及相
关人员第一责任

如何提高市场违法成本？
——多维打击证券犯罪、强
化民事赔偿

如何维护投资者权益？
——完善诉讼体制机制、降
低诉讼成本

如何约束股东滥用权力？
——准确界定特别表决
权股东权利边界

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
目录建议清单发布
艾滋病、白血病治疗等34种药物在列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王秉阳）国家
卫健委于6月20日公示了《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
目录建议清单》，清单内共34种药物，包括艾滋病
治疗药物利匹韦林、阿巴卡韦和白血病治疗药物
硫唑嘌呤。

此前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2部门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快落实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
策工作方案》要求，2019年6月底前，发布第一批
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引导企业研发、注册和生
产。此外根据临床用药需求，2020年起，每年年
底前发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在使用政策方
面，指出要促进仿制药替代使用，全面落实按通用
名编制药品采购目录。药品集中采购优先选用通
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关于清单中的34种药物，《关于第一批鼓励
仿制药品目录建议清单的公示》指出，是由国家卫
健委联合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监局、
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组织专家对国内专利到期和专
利即将到期尚没有提出注册申请、临床供应短缺
（竞争不充分）以及企业主动申报的药品进行遴选
论证后提出。

“临床必需、疗效确切、供应短缺”。在2018
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仿制
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
此类仿制药研发，鼓励仿制重大传染病防治和罕
见病治疗所需药品、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
药品、儿童使用药品以及专利到期前一年尚没有
提出注册申请的药品。以推动医药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降低全社会药
品费用负担，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披饮料“外衣”，喝后让人兴奋、上瘾

2200公斤液态毒品被查获
据新华社合肥6月21日电（记者陈诺）γ-羟基

丁酸是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物，在不法分子手中勾
兑成饮料，通过地下渠道在多地KTV、酒吧贩卖。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打掉
一跨省制贩毒团伙，共缴获含有γ-羟基丁酸的液
态毒品2200公斤，抓获涉嫌制贩毒品团伙人员29
名、涉嫌吸食毒品的违法人员100余名。

2018年10月，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接到
群众举报：当地一些KTV、酒吧等娱乐场所销售
的一种名为“papaya”的饮料，价格昂贵不说，喝
了之后让人兴奋、上瘾，怀疑饮料里含有毒品成
分。警方对该饮料查获并鉴定，证实其中含有γ-
羟基丁酸。该成分已于2007年被列为国家一类
精神药品，滥用会造成暂时性记忆丧失、恶心、呕
吐、头痛，严重的会导致失去意识、昏迷及死亡。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查明安徽省芜
湖市、铜陵市一伙涉毒犯罪嫌疑人与吉林省通化市
某葡萄酒有限公司、辽宁省沈阳市某公司相勾结，由
通化某公司生产制造“papaya”饮料，沈阳某公司
制毒工厂向安徽、广东等地分销，由下线向一些娱乐
场所贩卖，该团伙成员从中获得高额非法利益。

2018年12月，警方在吉林、辽宁、安徽三省统
一收网，共抓获胡某、李某等29名制贩毒犯罪嫌疑
人，100余名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缴获液态
毒品2200公斤。

6月21日，远望3号船在南太平洋测控任务海
域（无人机拍摄）。

6月20日，远望3号远洋航天测量船顺利抵
达南太平洋测控任务海域，测控人员开始对船上设
备展开全面检查和调试。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远望3号船抵达南太平洋测控任务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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