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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先分后混”

重庆建立垃圾分类运输
和分类处置体系

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钢球小区内，一辆
专用易腐垃圾运输车在装载小区已经分类好的易
腐垃圾。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据新华社重庆7月20日电（记者陶冶）记者
近日从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为扎实做好垃圾
分类工作，重庆市在强化分类投放试点工作的基
础上，着力推动垃圾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体系建
设，避免垃圾“先分后混”的情况出现。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针
对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四大
类生活垃圾，专门明确不同的收运主体和收运方
式进行分类运输。以重庆主城区为例，重庆环卫
集团配套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等四类专业收运车300余辆，车身分别喷绘统
一的分类收运标识，每类收运车都只能收运其对
应的垃圾种类，所有车辆均外观密闭、环保、美观，
杜绝垃圾“先分后混”和“跑冒滴漏”的问题。

应急管理部：

河南义马气化厂爆炸事故
已致12人死亡3人失联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2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16时，河南义
马气化厂爆炸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3人失联，
13人重伤。目前，现场27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已
完成3轮搜救。

7月20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在
部指挥中心连线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消防救援总
队负责人了解事故救援处置进展，对下一步工作
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继续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
员，千方百计做好伤员救治工作；要抓紧查明事故
原因，举一反三，深刻吸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
故再次发生；要严格标准，严格措施，严格落实责
任，全面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防范化解危
化品重大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0年前的今天，经过漫长的飞行，阿波罗
11号飞船着陆器正式登陆月球，宇航员阿姆斯
特朗代表人类首次踏上了地球之外的天体，迈
出了他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在月亮上留下存在
的印记，对全世界人民来说，不仅是航空航天领
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更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份永恒的记忆。登月带来的丰硕的技术成果
至今仍在造福大众，登月背后的科学精神和探

索精神影响着无数后来者无畏
前行。

50年过去了，如今中国的
月球探测计划“嫦娥工程”也已经
进入第16个年头。中国的探月

起步虽晚，但后劲十足。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

2019年初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
面软着陆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

号”巡视器目前已完成第七月昼工作，再
次迎来月夜。7月9日9时，嫦娥四号着陆器
按地面指令完成月夜模式设置，进入月夜休
眠。随后，“玉兔二号”巡视器于7月9日9时

10分进入“梦乡”。
在第七月昼，嫦娥四号着陆器上月表中子

及辐射剂量探测仪、低频射电频谱仪按计划开
机工作，继续开展科学探测任务。“玉兔二号”巡
视器在此期间按既定路线继续移动，并在多个
探测点进行相关探测工作，红外光谱仪、全景相
机、中性原子探测仪、测月雷达获得了大量科学
探测数据。

50年前，阿波罗11号任务着陆区被命名为
“静海基地”；50年后，嫦娥四号任务的着陆区被
命名为“天河基地”。月球上有资格以“基地”命
名，且获国际认可的，仅此两处。

“经过嫦娥一号、二号、三号和四号任务的
成功实施，中国在轨道设计、高精度测控、月面
软着陆的就位探测和巡视探测等众多深空探测
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月球科学
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基础性与创新性成果；
培养了一支年轻的、科学技术素质与能力全面
发展的人才队伍。希望中国人登上月球的那一
刻能早日到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首次探
月工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说。

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
吴艳华就嫦娥四号任务情况及我国后续深空探
测计划进行了介绍。他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
月球探测工程，突破探测器地外天体自动采样
返回技术，实现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探月工
程将实现“绕、落、回”三步走目标。

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走出地球家

园、探索外层空间的必然选择。吴艳华表示，随
着探月工程的持续推进，后续还将发射嫦娥六
号等月球探测器，按计划执行月球极区探测和
月球南极采样返回等；嫦娥七号计划执行月球
南极综合探测，包括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等。

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
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示。
前不久，我国还组织科研人员对月球探测器着陆
区选址和相关科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研讨，为探月
四期工程及后续科研站建设提供了参考。

在广袤的深空，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公开信息显
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将通过一次发射任
务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对火星开展全球
性、综合性的环绕探测，并对局部地区开展巡视
探测。目前工程已进入正样研制阶段，计划于
2020年发射。

此外，中国后续还计划开展火星采样返
回、小行星探测、木星系及行星穿越探测等三
次任务。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胡喆）

人类登月50年 中国探月亦可期

大举措尽显银行保险业最新开放态势

聚焦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目前，外国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外资保险公司需满足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
的要求。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为具有经营特色和专长但经营年限不足的外
国保险公司来华创造了条件，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保险市场主体和保险专业服务，
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欢迎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营业机构，将自身先进经验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与中资公司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服务实体经济和广大消费者
日益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银保监会将立即启动相关法规修改，完成后即付诸
实施。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李延霞）

放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有利
于吸收借鉴境外优秀保险机构的经验做法，激发国内
保险资产管理市场活力，促进提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管理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保险资产的保值增值。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抓紧修订《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
理暂行规定》，落实开放措施。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银
保监会将继续完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要求，加强
股东资质管理，进一步强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持续合
规要求，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取消外资寿险公司股比限制，有利于吸引更多
优质外资保险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引入更加先进的经
营理念和更加多元化的寿险产品，增强寿险市场活
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下一步，银保监会
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并在相关行政许可工作中及时落
实规定。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五大货币经纪公司均通过合资方式参与设立了我国的5家货币经纪公司。
进一步提高货币经纪公司外资持股比例，有利于充分发挥外方股东的经营管理优势，提高货币经纪公
司经营效率，促进行业有序竞争，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交易效率。银保监会积极支持现有货币经
纪公司的中外资股东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行确定外资股比。同时，在综合评估新设货币经纪公司
对现有市场竞争格局影响的基础上，稳妥推进外资新设货币经纪公司。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20日宣布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
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介绍了其中有关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中明确规
定，银行理财子公司可以由商业银行全资设立，
也可以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企业共同
出资设立。引进在财富管理等方面具有专长和
国际影响力的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银行理财
子公司，有利于引入国际上资产管理行业先进成
熟的投资理念、经营策略、激励机制和合规风控
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激发市场竞争
活力，促进我国银行理财业务健康有序发展。银
保监会将指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银行加强与相关
外资金融机构主动接触，持续鼓励和引导银行理
财子公司做好引进外资工作。

我国资管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现有资
管机构难以完全满足快速增长的多元化市场需
求。允许合资成立外资控股理财公司，有利于引
进国际先进的资管实践和专业经验，促进资管业
及资本市场稳健发展，有利于发挥中外资资产管
理机构各自优势，进一步丰富市场主体和业务产
品，满足投资者多元化服务需求。同时，现有中
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资管子公司可以与其参股的
外方理财公司形成互补，适度错位发展。

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
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
前期可采取试点方式，优先支持国外市场公认的
成熟稳健财富管理机构进入，既可全部募集人民
币资金，也可募集部分外币长期资金。在试点过
程中，银保监会将更加注重监管的专业性、审慎
性、稳定性，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通过现场检
查和非现场监管等方式引导机构合规稳健发展，
并及时总结试点经验，适时研究扩大试点范围。

目前，我国养老金管理市场以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为主，规模和增长有限。而国内养老
金管理公司还处于试点阶段，试点采取成熟一家、批准一家方式，只有1家由建行设立的建信养老
金管理公司。允许外资设立养老金管理公司，有利于增加主体类型，增强市场活力，引入成熟养老
金管理经验，提升养老金投资管理水平。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继续采取
成熟一家、批准一家方式，会同相关部委共同做好养老金管理公司许可准入工作。

7月20日，参观者在2019中国国际消费电
子博览会汽车展区了解一款无人驾驶巴士。

2019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7月19日至
22日在青岛举行。博览会从吃、住、行等多方面
描绘了智慧生活蓝图。 新华社记者 张善臣 摄

电子消费博览会上
体验未来智慧生活

■ 人民日报评论员

7 月 20 日，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发
起“守护香港”大型集会活动，呼吁反
对暴力、维护香港法治和安定。“香港
不能再乱下去了”，这是香港的主流民
意，也是所有关心香港人的共同心声。

近一段时间以来，香港社会围绕
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出现纷争，一
些极端激进分子却以反对修例为幌
子，采取暴力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有
组织地攻击警察，严重践踏香港法治，
破坏香港经济社会秩序。

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香
港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允
许持不同意见者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理性讨论，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
同时，香港也是一个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的社会。不管什么人、以什么样的
理由违法，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如
果持不同意见者动辄以违法暴力手段
争取他们认为的“公义”，香港岂非无
法无天、永无宁日？如果纵容违法犯
罪甚至为暴行美言、开脱、撑腰，就是
对香港法治精神的公然挑战，最终损
害全体港人的根本利益。

安定祥和是香港人民的最大福
祉。连日来的暴力行为已经损害了香
港作为国际化商业大都会的声誉，伤
害了广大港人的切身利益。香港餐饮
和零售业营业额6月份已经出现两位
数跌幅，部分地区店铺生意下滑两成
半。香港整体消费者信心指数也跌至
五年来最低水平。如果任暴力持续下
去，必将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更大冲
击，影响港人正常生活和家庭生计。
因此，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
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
持香港警方和司法机构严正执法，对

违法行为追究到底，依法维护香港社
会法治环境。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
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香港既需要
应对日益增加的经济下行风险，还有
不少棘手的民生难题亟待纾解，经不
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如果香港社会
不能对暴力坚定说“不”，仍然深陷在
社会纷争不断的泥沼，问题和风险只
会愈积愈多，香港聊以自傲的法治、
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都将受
到极大损害。这也是连日来香港各
界纷纷谴责暴力行为的原因所在，支

持警方将违法者绳之以法，绝不允许
香港激进分子将暴力合理化，维持香
港公共秩序，让这颗“东方之珠”永葆
璀璨。

家和才能万事兴。我们期待香港
各界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暴力，支持行
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落实“一国两制”、
凝聚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促进和谐。相信在中央政府
和全体香港市民的支持下，香港必定
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一国两制”的伟
大实践必定不断取得新的硕果。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共同反对暴力 珍惜法治秩序

往羊肉粉汤里添加鸦片果
湖南一商贩被判刑

新华社长沙7月20日电（记者陈文广）为提
高米粉店营业额，吸引回头客，竟然在熬制的汤中
添加鸦片果……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日前以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全某有期
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12月起，全某在龙山
县民安街道办事处新建路经营一家砂锅羊肉粉
馆。2018年2月，全某从外地人手中买了十几个
鸦片果，2月25日营业后，全某开始将鸦片果添
加到面汤里。2018年3月15日，龙山县食品药品
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检测出该粉馆面汤呈阳性并
抽样送检。经检验，送检面汤检验出罂粟碱、吗
啡、可卡因和蒂巴因等物质。

法院审理认为，全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
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构成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全某在归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法院审理后，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7
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
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2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
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

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

3允许境外金融机构
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

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4

5 缩短外资人身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从51%提高至100%的
过渡期至2020年

6 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
不得低于75%的规定
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25%

7 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
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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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7月20日拍摄的爆炸救援现场。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