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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条例全文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同志对条例的解读。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单行本
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全文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答记者问相关内容。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单行本出版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单行本出版

提拉紧致、改善肤质、促进
胶原蛋白生成……网络社交平
台上，动辄数千元、打着“黑科
技”旗号的家用美容仪，在明星、
网红纷纷代言下，俨然成为抗老
神器。

相关市场调查显示，家用美
容仪销量在国内市场增长迅
猛。不少知名家电品牌、小家电
生产企业也纷纷涉足。

2019年，仅淘宝天猫平台
美容美体类仪器销售额就达114
亿元。2020年“双十二”期间，
淘宝平台上家用美容仪成交近
25万单。

那么，这类仪器的安全性能
如何？美容效果到底如何？

外交部：

英国应放弃在香港
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7日就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发表涉港不当言论答问
时表示，英国应放弃在香港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
针对拉布有关言论，中方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英国外交大臣
拉布6日称，近日香港警方逮捕政治活动人士是
对香港受《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严
重攻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
等部门已就香港警方依法实施拘捕行动发表声
明。被拘捕人员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2条规
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是法治国家，香港是
法治社会。我们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维
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安全和稳定。

“《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恢复对
香港行使主权，没有赋予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权
力。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依据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区基本法，不是《中英
联合声明》。”她说。

“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期间，给了香港民众什
么权利和自由？”华春莹说，事实是，恰恰是在香港
回归后，随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才享有了前所
未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客观和不带偏
见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她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英方应该放下殖民心态，放弃在香港延续
殖民影响的幻想，收起虚伪和双重标准，切实尊重
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干
涉中国内政。”

就美台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梅世雄）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7日就美台进行所谓“政治
军事对话”答记者问。他说，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
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有记者问，据报道，1月7日，美国与台湾当局
通过视频形式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请问中
国国防部对此作何评论？

谭克非说，我们对美方这一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不
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人民
解放军将以坚定的意志、强大的能力，挫败任何形
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国台办：

坚决反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采取严重错误行动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针对1月7日蓬佩奥
通过美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恶毒攻击中国，还宣
布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将访台，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当日应询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
地区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
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严重错误行动。

朱凤莲还指出，民进党当局出卖民族利益和
台湾民众利益，顽固“倚美谋独”，一条道走到黑，
必将自食恶果。

价格不菲，“看上去很美”

“射频、导入、红蓝光照射多功能合一”“不用去美容
院，就能把医美技术搬回家”……网络社交平台上，推荐
美容仪的视频、网文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记者在
各大网购平台上看到，不少家用美容仪在广告宣传上都
标榜效果堪比“院线级”，“3分钟提拉V脸”“6分钟打造
水光肌”……一款射频美容仪的店铺销售表示，产品光
源和医疗美容医院里的设备是一样的，家用完全够了。

“新华视点”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号称“黑科技”
的家用美容仪，价格从上百元到上万元不等。主要分
为以下几类：光电加热类。包括射频、激光等。通过加
热皮肤，刺激胶原再生，达到紧致肌肤、改善松弛下垂
的效果；导入导出类。电离子美容仪器功效在于先清
除毛孔的污物，再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促进代谢类。
又称之为微电流美容仪，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增加皮肤
细胞活力，达到美肤效果；消炎、修复类。例如红蓝光，
蓝光杀菌、红光帮助受损肌肤恢复。

“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美容，从原理上来说没
有问题。但这类家用的设备，比较小巧，能量、效果肯
定和医用设备有差别，不可能立竿见影。”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慕彰磊说。

“家用美容仪正处于消费风口，但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多数企业没有经过临床试验就跟风生产，在广告中
夸大宣传。”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赖维说。

市场“风”大“水”浑，劣质产品存安全风险

记者调查发现，家用美容仪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
——皮肤过敏。趁着“双十二”打折，30多岁的李

女士跟着闺蜜购买了一款射频美容仪。用过不久面
部、颈部便出现了发红发烫的症状。经医生诊断为接
触性皮炎。李女士表示，从前没有过敏史，平常用化妆
品也很少过敏。

——漏电、接触不良。消费者张女士反映，2019
年3月，她在网店购买了一台售价3868元的美容仪，
商家承诺两年质保，但不到一年就出现电源线跟机器
连接的地方接触不良的问题；另有消费者购买美容仪
不到一年时间，美容仪接触面部操作时经常漏电，平台
及商家均以过了退货期为由不予退款或换货。

——皮肤被烫伤。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
激光中心主任医师张云松说，家用型美容设备的温度
超过46摄氏度时，人体表皮层可能受到损伤。合格的
产品有保护措施，达到一定温度时可以自动停止升温，
但如果没有保护措施，温度继续升高就可能造成烫伤。

此外，还有一些家用美容仪假冒伪劣、粗制滥
造。不少美容仪销售商自贴包装“以假乱真”。北京某
科技公司将香港进口的一款美容仪擅自贴上其公司自
制的“进口自以色列”标签；几家网店在销售泰国某品
牌美容仪时，未经他人同意擅自使用知名艺人的照片
进行商业宣传。

亟待完善功效标准，让效果“看得见”

深圳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家用美容仪产品
目前在我国主要归类为家用电器产品中的皮肤及毛发
护理器具类别，执行相应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此外，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皮肤美
容器》标准，主要是对安全、噪声、电磁兼容性等要求形
成细化考核标准。

但上述标准只是电器标准，均非美容效果标准。
“多数家用美容仪从理论技术上来看是没问题的，但由
于不属于医疗器械范畴，实际上对于到底是否有效是
无法判断的。”张云松说。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家用美容仪涉及电子、材
料、临床医学等多领域，技术不过关或是采用差的元器
件，会直接影响产品使用效果。

2020年10月，由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等单位起草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皮肤美容器评价
规范》团体标准开始实施。该标准对卫生安全、材料安
全、产品性能评价、人体皮肤安全性评价、人体功效性
评价等提出了要求。

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美容及其他器具
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黄文秀表示，当务之急是尽快把
针对家用美容仪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制定出来，设立一
个技术门槛，让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有依据进行抽查、
监督。 （据新华社广州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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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口市委、市政府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统一部署，1月7日上午，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先后举行了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机动巡查行政执法支队、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
法支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
局的揭牌仪式，标志着海口市综合行政
执法体系翻开新的历史篇章，迈入“综合
执法”的新时代。

据介绍，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面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
要求，是优化整合执法力量、提高城市
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是改善城市市容
市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现实需
要。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定整合
执法队伍，减少执法层级，夯实基层基
础，提高执法效能，目的是解决机构重
叠、职责交叉、多头多层重复执法等问
题，构建职责明确、集约高效、运作协
调、规范有序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为
海口推进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
实的执法体制机制保障。

根据《海口市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海口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组建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
英、龙华、琼山、美兰四个分局，为海口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派出机构，机构规格
为副处级。同时将各分局的人、财、物、
权由海口市委、市政府授权各区委、区政

府统一管理，区委区政府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同时，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下设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运输港航
行政执法支队、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
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生态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支队、机动巡查行政执法支
队等5个行政执法支队，机构规格为副
处级。7日当天先期举行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机动巡查行政执法支队、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

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3
支综合执法机构的揭牌。

海口市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冯勇在揭牌仪式致辞中要求，全市综合
执法系统要积极顺应综合执法职能转型
的新趋势，准确把握综合执法改革的新
要求，充分发挥综合执法优势，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努力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和群众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新成
效。今年，海口全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
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稳步推进综
合执法队伍的法治建设、作风建设、廉政
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以建设“智慧海口”
为契机，围绕“执法+”为主题，建设“执
法+媒体”“执法+律师”“执法+信用”“执
法+信息化”等工作机制，推出一系列行
政执法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加快推进综
合行政执法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三
化”建设，加快推进全市执法程序、标准、
标识、服装的“四统一”，全面提升执法队
伍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切实增强办
案人员的履职能力和专业水准。

海口市副市长丁飞在致辞中指出，新
职责、新使命要有新作为、新贡献。海口全

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要培养一流的执法作
风。要充分认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重要
性，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行政执法以国家
强制力为后盾，执法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最后防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分
局、各执法大队、镇（街）执法中队要统一执
法标准、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矛盾面前不
回避，敢啃硬骨头，敢打硬战，全力营造勇
于担当和敢于作为的优良作风。

同时，要培育一流的执法队伍。行
政执法，首先要知法、要懂法，认真研习
法律法规，深究每一条细枝末节。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分局、各执法大队、
镇（街）执法中队要继续发挥优良传统，
夯实法律理论基础，规范执法、公正执
法、文明执法，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
精通、能力过硬的执法队伍。要创造一
流的执法成绩。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各分局、各执法大队、镇（街）执法中队要
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用担当凝聚人心，
用作为鼓舞士气，走出新路子，创出新经
验，努力为全市、全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
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策划、撰稿 贾佳）（图片由海口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海口3个综合执法机构揭牌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巡查行政执法支队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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