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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3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黄河保护法、新修订的畜牧
法；决定免去陈文清的国家安全部部
长职务，任命陈一新为国家安全部部
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122、123、124、125号主席令。栗战
书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32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肯尼亚
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
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
果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摩洛哥王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
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厄瓜多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
助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制止与
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
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
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
建设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
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免去石泰峰的全国
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职务。
会议分别经表决，免去杨晓超、徐

令义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孙新阳、刘学新、张福海为国家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卢希、白少康、
陈超英、姜信治、凌激、崔鹏的国家监
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王晓萍、王爱
文、许罗德、李欣然、赵世勇、訚柏、穆
红玉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程立峰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
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全国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部分省（区、市）
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黄河保护法等 决定任命陈一新为国家安全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30日发表公告，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公告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和二十届一中全会
结束后，许多国家政党、政府、议会及其领导人，驻华使节，国际组
织、外国民间团体及其负责人，国际友人及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香
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等，向大会、向

中共中央、向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其他当选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表
示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受
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2年10月3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告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国家统
计局30日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86459亿元，同比增长1.4%，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分季
度看，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由二季度下降
3.8%转为三季度增长3.7%。

统计数据显示，九大行业生产经
营明显回升。前三季度，9个文化行
业中，有8个行业营业收入增速较上
半年回升或降幅收窄、由降转增。文
化娱乐休闲服务行业虽受疫情影响
营业收入增速仍然为负，但与上半年
相比降幅收窄14.2个百分点。

文化新业态增势较好，引领作用
增强。前三季度，文化新业态特征较

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
入30841亿元，同比增长3.9%，快于
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平均水平2.5
个百分点，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个百
分点。在16个行业小类中，13个行
业营业收入增速与上半年相比较快
回升，回升面达到81.3%。

超七成地区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环比回升。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
级统计师张鹏表示，各地统筹疫情防
控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前三季
度，全国有22个省（区、市）文化企业
营业收入增速较上半年回升，回升面
达到71%。其中，前期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东部地区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由
上半年下降0.9%转为增长0.4%。

前三季度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

新华社发

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处分40.7万人
包括48名省部级干部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孙少龙）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30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
报2022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情况。2022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64.7万件次，立案45.4万件，
处分40.7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48人。

通报显示，2022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64.7万件次，处置问题线
索109.5万件，谈话函询22.8万件次，立案45.4万
件，处分40.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3.8万人）。处
分省部级干部48人，厅局级干部1850人，县处级
干部1.5万人，乡科级干部5万人，一般干部5.7万
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3万人。

根据通报，2022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128.5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
助87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7.7%；运用第二种形
态处理32.4万人次，占25.2%；运用第三种形态处
理4.4万人次，占3.4%；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4.7
万人次，占3.7%。

“云科粳1号”
创糯稻两项高产纪录

新华社昆明10月30日电 近日，在云南永胜
县顺州镇的高寒糯稻种植区，云南省作物学会邀请
相关专家，对“云科粳1号”的百亩示范样板进行测
产验收。测产结果显示，最高亩产为806.03公斤，
百亩方平均亩产722.85公斤，分别创下我国高寒
地区糯稻种植亩产和百亩方平均产量高产纪录。

专家组按照农业农村部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
法，随机选取好、中、差3个具有代表性的田块进
行实收测产。测产结果显示，最高亩产806.03公
斤，最低亩产 647.14 公斤，百亩方平均亩产
722.85公斤。根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文献检索结果显示：最
高亩产和百亩方平均亩产分别为我国高寒地区糯
稻种植亩产和百亩方平均产量的最新高产纪录。

品种第一选育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
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小林介绍，“云科粳1号”是常
规优质香糯米，该品种具有抗性强、产量高、适应
性广、口感软糯适中等特点。此次“云科粳1号”
在高寒地区获得高产，为推动高寒地区稻农增产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优质水稻品种支撑。

据了解，“云科粳1号”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常规优质香糯米，2021年
通过云南省品种审定，本次测产的顺州镇海拔为
22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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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节之红火露营活动如约而至

一起进山数星星

方寸舞台讲故事，一支手麦话保
亭。10月30日，作为2022年（首届）保
亭红毛丹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红火开
放麦活动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布隆赛
乡村文化旅游区举办。现场活动特邀外
籍主播、当地文艺家、摄影大咖、新农人、
媒体代表等，嘉宾们以“嗨！保亭”为主
题，从不同角度分享保亭别样风情。

当天下午，在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
什进村村史博物馆内，伴着热烈的掌声，红
火开放麦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你问我对
保亭有什么印象？一个宝岛的‘凉亭’！还
有吃好喝好玩好！”来自俄罗斯的外籍主播
芭莲娜率先上台，先以黎锦为例，分享了自
己眼中“古老又时尚”的保亭。说到当地的
特色美食，芭莲娜更是滔滔不绝，尤其是初
次采摘、品尝红毛丹，以及酿红毛丹果酒的
体验，让在场观众记忆深刻。

随后，保亭通心乡创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长陈波接过了麦克风。作为
土生土长的新农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
内，陈波讲述了自己与红毛丹的深厚情
缘和创业故事。这些年，陈波带领乡亲
们深耕红毛丹种植，逐步实现脱贫致
富。他坚信，通过系统地加快塑造精品
品牌形象，讲好品牌建设故事，红毛丹的
发展“未来可期”。

为历史存照，代江山传情。保亭县
摄影家协会主席、县民族博物馆馆长陈
玉林用镜头记录下保亭的旧貌与新颜，
一张张定格的影像，都见证着这座山城
蝶变和跃迁的过程。保亭县民间文艺家
协会秘书长黄继航则从饮食、生产、工
艺、音乐四方面，展现了黎族民俗的魅
力。现场，来自保亭六弓乡的民间歌手
还带来了对歌表演，带大家领略了黎族

苗族的特色风情。
制作人、导演徐海建分享了自己在

拍摄保亭微电影过程中的心得与感悟，
在他看来，丰富的物产、良好的生态和独
特的民族风情都是保亭的巨大财富，构
成了保亭靓丽的名片。此外，嘉宾们还
体验了采风打卡活动，在过程中分享、聆
听红毛丹的品牌故事，畅聊对于保亭的
热爱，并通过社交媒体向各自的圈层粉
丝推荐保亭。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中午，在海南槟
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嘉宾们体验了黎
族苗族特色长桌宴，除了三色饭等传统
美食，还有用红毛丹果肉和五脚猪肉和
虾尾做成的特色餐，以及用红毛丹和排
骨熬成的暖心汤饮。席间，能歌善舞的
黎族同胞对歌共饮，动情的歌声缭绕在
每个人的心头。 （撰文/春戈）

2022年（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节之红火开放麦活动来袭

一片“丹”心 千般精彩

星空作幕，绿野为营，一起进山数
星星！10月29日，2022年（首届）保
亭红毛丹文化节之红火露营活动如约
而至。

在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的
宽阔草坪上，一顶顶天幕式帐篷错落有
致。亲子、情侣、车友等露营爱好者结
伴而来，怀揣着对自然的向往抵达此
处。随着夜幕降临，营地灯光渐次亮
起，勾勒出帐篷的轮廓，打造出一派如
画的营地夜景。

野外露营，怎能少得了音乐？潮玩
乐队歌手以一首律动十足的歌曲作为
星空电音派对的开场秀，点燃了全场的
热情，大家纷纷随着节奏摇摆，尽情享
受这个酣畅淋漓的夜晚。温柔的山风
拂面而过，乐曲也变得轻缓，细腻的歌
声让人沉醉其中。

不远处，夜色中的烧烤摊已然支
起，肥瘦相间的肉串在炉火上不停翻
转，油脂在炭烤的高温中滋滋作响，香

气扑鼻。让人更为心动的是难得一见
的“烤红毛丹”，晶莹的果肉口感变得更
软，一口下去满是甜蜜。

此外，露营的游客们还发挥创造
力，以这一当地王牌水果为主角，制作
风味十足的红毛丹特饮。“红毛丹是‘点
睛之笔’，特饮清爽中带着一丝甘甜，味
道恰到好处！”游客黄先生举杯畅饮，他
和一同前来的朋友都对红毛丹特饮赞
不绝口，这次露营的照片也在朋友圈

“刷屏”。
以红毛丹为名，诗落三行。纸虽

短，情却长。现场还举行了“献给保亭
的三行诗”诗歌朗诵活动，字里行间，都
是作者们对保亭的告白。星空电影院
也同样浪漫，许多人席地而坐，彼此依
偎着，感受《穿越雨林》的精彩故事。“这
是我第一次在热带雨林里露营，这里空
气好，景色美，氛围感十足。不仅是孩
子，大人也特别喜欢亲近大自然。”来自
海口的游客黄女士兴奋地分享着自己

的心情。
随着“盲盒礼物交换”环节的到来，

当晚的气氛也到达了高潮。一份小小的
礼物，装着的是大大的心意。一位在海
南生活了11年的俄罗斯友人将自己家
乡的巧克力作为礼物交换，而交换对象
正巧是曾在俄罗斯留学的女生，思乡之
情涌上心头；许多小朋友们把自己最喜
欢的玩偶当作礼物送给对方时，笑容格
外灿烂……越来越多人摆脱了初次见面
的尴尬，对彼此敞开心扉。大家枕着星
辰入眠，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醒来。

作为本次红毛丹文化节的重磅活
动之一，红火露营活动将“沉浸式旅游”
放进雨林，让“诗和远方”重新激发新活
力，打造“网红”露营地，从而形成城市
标签。新鲜、有温度、有记忆点……这
些都是当晚游客的切身感受。通过“农
旅文”的融合发展，红毛丹知名度得到
进一步扩大，保亭城市形象和影响力也
在不断提升。 （撰文/春戈）

⬆10月29日，红火露营活动在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启动。 ⬇红火开放麦活动现场。 本组图片均由 王将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