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十三五”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白瀛 翟翔）
400亿元、500亿元、600亿元——中国电影年度
票房不断攀升；《湄公河行动》《战狼2》《我和我的
家乡》——主旋律电影不断创造商业奇迹……“十
三五”以来，电影成为我国文化艺术领域和文化产
业的重要亮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主
引擎。

“十三五”时期，电影人不断巩固和完善多类
型的创作生产格局，拍摄出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
作品。

《战狼2》强势领跑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慰安
妇”题材的《二十二》成为首部票房过亿元的国产
传统纪录片，《百鸟朝凤》充分展现了艺术类电影
的魅力，《哪吒之魔童降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流浪地球》开
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新征程……

过硬的作品质量促进了票房的迅猛增长。自
2015年底“十三五”前夕年票房首次突破400亿
元大关起，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457.12亿元，同比
增长3.73%。2017年11月，全国电影年票房首次
突破500亿元；2018年12月底，全国电影年票房
首次突破600亿元；2019年12月初，全国电影年
票房再次突破600亿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国电影票房恐难再创新高，
但刚刚过去的国庆档，全国电影市场以36.96亿元取
得中国影史国庆档票房第二的成绩。业内普遍认为，
国庆档影片较好地满足了压抑半年多的观影需求，为
电影市场的进一步有力有序恢复提振了信心。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与美国
市场的差距逐步缩小，而与第三名日本的距离不
断拉大，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的主引擎。据
美国电影协会统计，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规模达
到美国的70％，是日本的3.3倍。

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电影产业
研究报告》显示，无论从票房、银幕数量还是观影
人数的增长速度来说，中国电影市场在国际上都
隐隐呈现“领跑”趋势。

600亿元年票房：

中国成为全球电影市场
发展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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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乐福居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盖
有本司公章现金收据，收据号码:
586501－586510，声明作废。
●海南裕昌龙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近期不慎丢失摩托车保
险单。流水号 2000011506。现
登报作废，特此声明。
●三沙市晋卿岛综合补给保障基
地项目筹建办公室遗失专用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Z6410001234001声明作废。
●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宜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 保 证 金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0004946，内容:改造喷淋头保证
金，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吴清伟、吴月英遗失座落于海口
市美兰区三江镇苏寻三村委会仙
山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1）第011997号，声
明作废。

●洋浦安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琼
E8578挂《道路运输证》正、副本各
一本，证号:462000062182，声明
作废。
●吴君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2197502250022，特此
声明。
●吴清伟、吴月英遗失座落于海口
市美兰区三江镇苏寻三村委会仙
山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1）第011996号，声
明作废。

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遗 失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广告·热线：66810888

（第五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0月17日

（第五十五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
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0月17日

（第五十八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0月17日

（第五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修订通过，
现予公布，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0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五十九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0月1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7日签署了第五十五号、五十六号、五十七号、五十八号、五十九号、六十号、六十一号主席令

（第六十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2020年10月18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0月17日

（第六十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0月17日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及性骚
扰案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明确，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
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
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
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还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

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
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
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从世界各国的相关数据和
经验来看，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
的再犯率是比较高的。”中国政法
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
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说，对于有
过这些犯罪记录的人员，应限制
他们从事相关职业。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
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
展 防 治 学 生 欺 凌 的 教 育 和 培
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
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
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
和处理。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
者白阳 熊丰）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
丁小溪）17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国旗法、国
徽法进行了修改。新修改的这两部法
律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
主任童卫东表示，国旗和国徽是国家
的象征和标志，代表着国家权威与尊
严，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这次国
旗法、国徽法修改幅度不小，主要是完
善国旗、国徽的尺度，增加使用的场合
和规范，明确监督部门等。

“根据国旗和国徽的特点，把握不
同要求，对于国旗是强调鼓励与规范
并重，鼓励公民、组织在适当场合升
挂、使用国旗和国旗图案；对于国徽是
坚持以规范为主，主要是规范国家机
关的使用。”童卫东说。

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国庆节、国
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家宪法日等

重要节日、纪念日，各级国家机关、各人
民团体以及大型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
场所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居民院（楼、小
区）有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新修改的国徽法明确，公民在庄
重的场合可以佩戴国徽徽章，表达爱
国情感。

根据新修改的两部法律，国旗、国
徽应当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
容。中小学应当教育学生了解国旗、
国徽的历史和精神内涵。

同时，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不得
升挂或者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
合规格的国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
其他有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
国旗。该法还明确，国旗及其图案不
得用作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
和商业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等不适宜的情形。

新修改的国旗法、国徽法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香港10月17日电（记者
苏万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17日经表决通过了关于
修改国旗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国徽法
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17日表示将
修订香港特区《国旗及国徽条例》。

国旗法及国徽法已于1997年 7

月1日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通
过制定《国旗及国徽条例》，以本地立
法方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随着
国旗法及国徽法的修订，特区政府表
示也将对《国旗及国徽条例》作出适当
的修订，以实施适用于香港特区的规
定，履行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

香港特区政府将开展
《国旗及国徽条例》修订工作

为“少年的你”撑好法律“保护伞”
——聚焦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
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给孩子们一个更安全、更温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将如何进一步织密法治之网、筑牢法律基石，提升未成年人
保护法治化水平？记者进行了梳理。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
护人的监护职责作出全面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
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
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保障未成年
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等。

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留
守儿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加大。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
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
护职责的，要求其委托具有照护能
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
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
为照护。

监护人将未成年人“一托了之”
怎么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确定被委托人时要“听取有表
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并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
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
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
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
年人亲情关爱。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
究中心教授宋英辉说，此规定将避
免实践中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
导致监护实际缺位的问题，保障未
成年人的安全、健康、教育等。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孩
子们在尽情遨游互联网海洋的同
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
风险。网络沉迷、网络欺凌、网络色
情等问题频发，如何保障和引导未
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
增设“网络保护”一章。针对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等问题，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网络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

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
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
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
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
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在应对网络欺凌方面，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遭受
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
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
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
欺凌行为，防止信息扩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
室主任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从政府、学校、家庭、网
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同主体出
发，对网络素养教育、网络信息内容
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预防
和网络欺凌防治等内容作了规定，
力图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
方位保护。

现实生活中，一些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出于恐惧
等原因不敢报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
确了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义务，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
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
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
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这是从强制报告的角度，进一

步解决‘发现难’的问题。”北京青
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
华说。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社会保护方面的另一大亮点，是
强化了住宿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
的责任，要求旅馆、宾馆、酒店等
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
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

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
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
究会会长姚建龙表示，该条款是
未成年人保护共同责任原则的体
现，今后在条款落实上，可参照网
吧管理模式，要求住宿经营者设
置警示标志、严格年龄核实义务
等。

亮点一 关爱呵护“留守儿童”细化监护人监护职责

亮点二 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加强监管防止沉迷

亮点三 不做“沉默的羔羊”强化各方报告义务

亮点四 强化学校“防线”向性侵和欺凌说不

国内首台高速公路
隧道掘进机正式始发掘进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齐中熙）记
者17日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中铁十
八局集团承建的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大凉山1号
隧道TBM（隧道掘进机）完成调试，正式始发掘
进。这是我国高速公路隧道行业TBM施工工法
的首次尝试。

乐西高速公路是深入大小凉山腹地的高速公
路，其中长15.3公里的大凉山1号隧道是其控制
性工程。该工程填补了国内高速公路利用TBM
施工工艺辅助隧道施工领域的空白。相比传统钻
爆法开挖，TBM施工效率可以提高2至3倍。

乐西高速公路不仅是一条生态旅游通道，也
是一条精准扶贫之路。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大
小凉山的重要交通干线，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银保监会：

持续推动重大案件
责任人员问责处理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李延霞）中
国银保监会日前表示，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广发
银行惠州分行此前发生的两起重大案件查处工作
中，银保监会持续推动对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处
理工作。

银保监会表示，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发生的
违规发放贷款案件，银保监会已依法对浦发银行
总行时任董事长、时任行长、1名原副行长等总行
责任人员，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
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长等分支行责任
人员给予行政处罚，并责成浦发银行对相关责任
人员严肃处理。目前，已有311名责任人员受到
浦发银行内部问责。

银保监会表示，对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发生的
违法违规担保案件，银保监会已依法对广发银行
总行时任董事长、时任行长等总行责任人员，对广
发银行惠州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2名原纪委
书记及6名涉案人员等分行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罚，并责成广发银行对总行相关高管及责任人员
严肃处理。目前，已有48名责任人员受到党纪处
分、内部问责。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
深化整治市场乱象，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