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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长江保护法实施后，我国第二
部流域法律——黄河保护法，30日经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2023年4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有
哪些特点和亮点？将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哪些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行政法室主任袁杰介绍，保护黄河是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全面推进国家的“江河战略”法治化，
正当其时，意义重大。黄河保护法明
确法律适用范围，完善管理体制，强化
规划与管控，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
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障黄河安
澜无害、促进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作出针对性规定，加大保
障、监督和处罚力度，有许多制度创新
和务实管用的举措。

袁杰表示，黄河保护法把握黄河
流域特点，紧紧抓住黄河保护主要矛
盾问题，充分总结黄河保护工作经验，
法律规定全面具体，为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是江河流域保护的标
志性立法。

袁杰解析了黄河保护法以下亮
点：

——落实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要
求。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量水而
行、节水为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
筹谋划、协同推进的原则。坚持以水为
核心、河为纽带、流域为基础，全方位贯
彻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
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坚持问题导向。黄河一直
“体弱多病”，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
水资源短缺、最大的问题是生态环境
脆弱、最大的威胁是洪水、最大的短板
是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最大的弱项是
民生发展不足。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
节这个“牛鼻子”，针对黄河流域各种特殊问题，对特定区
域、特定问题规定特别制度措施。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全流域一盘棋，妥善处理
多元诉求，平衡好各方利益，统筹谋划上下游、干支流、左
右岸，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把握好保护和
发展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关系。增
强黄河保护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做好与有关法律的衔接，注重发挥法律合力。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刘诗平 黄垚）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记者胡璐）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了新
修订的畜牧法，从促进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做好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
促进草畜平衡等方面，加强畜牧业
绿色发展。

为了突出鼓励支持畜禽养殖生

产，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修订
的畜牧法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畜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并提出国家建立健全

现代畜禽养殖体系。畜禽养殖场的
选址、建设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禁养区域
建设畜禽养殖场。

新修订的畜牧法修改完善了加
强畜禽疫病防治，做好畜禽粪污无

害化处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规
定。包括增加国家采取措施加强畜
禽疫病监测、畜禽疫苗研制的内容，
明确从事畜禽养殖不得随意弃置和
处理病死畜禽，将相关条款中的“畜
禽粪污处理利用”改为“畜禽粪污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针对当前升学就业、财产分配、人身权利等领域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问

题，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做出了积极回应。

完善促进男女平等顶层设计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就业性
别歧视的情形作出禁止性规定，明确在晋
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
等方面，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
歧视妇女。

本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完善就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纠正
就业性别歧视，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
业环境。招聘、录取、晋职、辞退等过程中

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郭林茂介绍，新修订的这部法律着力

研究解决就业性别歧视等妇女权益保障
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应对生育政
策调整带来的挑战，为妇女更好兼顾生育
与事业提供支持。

蒋月建议，加大劳动监察等执法力
度，畅通投诉渠道，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
违法行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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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国家
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等，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排斥、限制妇女
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为此，本法制定了多种措施加以保障
——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建立健全妇女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制
度、完善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确国
务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
任郭林茂介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仅在
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
男女平等，还在各章中不断丰富完善妇女
权益保障的具体制度规定，确保妇女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
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确保广大妇女平
等参与社会生活、平等获得发展机遇、平
等享有发展成果。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表示，这些
规定包含了推进性别平等理念、消除实际
存在的性别歧视两类目标任务，特别是明
确了性别歧视的基本判断标准，将增强法
律的可操作性。

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

征地拆迁不给妇女分补偿款、嫁出去
的女儿不能继承家中财产……针对这些
现实中的问题，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明确：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
产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
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
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
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

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
各项权益。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示，法律
修订后增加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的规定，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
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保护
措施，回应了妇女权益保护中的“老大难”
问题，将有力保障农村妇女生存和发展的
基本权利。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

妇女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
妇女的权益保障，为其提供生活帮扶、就业创业
支持等关爱服务；要求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心
理健康服务支持……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于细节之中凸显了关爱帮扶困难妇女的立法导
向。

比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
按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妇女提供
必要的生育救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等，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
助；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捐赠、资
助或者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提供安全的生理
健康用品或服务等。

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倡
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为困难妇女提供必
要帮扶，保障和促进妇女在各领域的全面发展。

李明舜认为，这些规定进一步细化保障困
难妇女权益的措施，使保障的对象更加具体明
确，有利于实现精准帮扶。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禁止违背
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
对其实施性骚扰，要求用人单位支持、协助受害
妇女依法维权。

针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

为，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各级人民政府
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
等部门的职责作出相应规定。违反规定未履行
报告义务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加强对困难妇女的关爱帮扶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的多项措施，鼓励家庭友好型社会的形成。

比如，规定国家实行婚前、孕前、孕产期和
产后保健制度，逐步建立妇女全生育周期系统
保健制度；国家实行生育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婴
幼儿托育服务等与生育相关的其他保障制度；
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等。

“消除生育歧视、性别歧视，需要建设更多

质优价廉的托育服务机构为家庭提供支持。”蒋
月认为，用人单位应积极为已婚已育员工履行
家庭义务提供方便，国家可以通过减免税负等
办法降低企业成本，实现多方共赢。

李明舜表示，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
也要兼顾男性共同育儿的需求，让男女职工共
同履行家庭责任。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白阳 齐琪）

建立健全生育相关的保障制度

新修订的畜牧法加强畜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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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就海南中贤美祥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琼〔2020〕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96937号证国有划拨安置留

用地使用权挂牌转让事宜，我局于2022年9月29

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网挂〔2022〕055号挂牌转让

公告，现因故中止该地块挂牌转让活动，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0月31日

公 告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五指山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公示

为贯彻落实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重大部署，根据
市政府的工作安排，我局组织开展编制并完成《五指山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0—2035年）（公众征求意见稿）》。为征求公众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10月28日至
2022年11月27日）。2.公示地点：五指山市人民政府网（http://
wzs.hainan.gov.cn/）、海南日报、我爱五指山公众号。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zsgtj2742.126.com。（2）书面
意见请邮寄至：五指山市河北东路7号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
话：0898-86622742，联系人：陈工。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0月28日

遗失声明
海南省中援防灾减灾宣传服务中

心公章、财务专用章、（符斐）私章，

声明作废。

三亚海关内部竞标公告
三亚海关办公楼外墙维修及屋面

防水隔热项目现启动内部竞标工

作，预算金额674002.52元，计划

工期60日历天。要求竞标人具有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有意者请于2022年11月4

日前到三亚海关报名。详情见海

口海关门户网站采购信息栏目。

●文昌市潭牛镇培源幼儿园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34690051151797，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臣龙阁龙虾馆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

JY24601083000577，声明作废。

●王应元遗失坐落于临高县临城

镇江南西侧前排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琼〔2021〕临高县不动产权

第0003434号，声明作废。

●三亚凤凰美丽大酒店遗失公章

（编码：46020000132022）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省中援防灾减灾宣传服务

中 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MJY358505R）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明

声明
姓 名 ：刘 圆 ，身 份 证 号 码 ：

23102619890505522X，身份证信

息于2014年7月8日被“海南圣棕

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冒用注

册，被登记为监事职务，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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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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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代理长久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宏达商城项目位于海口市金牛岭人工湖南侧。于2018年10月
批建；现该单位申请方案变更，根据景观设计涉及总平面图微调，局
部调整机动车位置；1#首层商业局部调整为消防控制室；B5#、16#楼
结构深化设计，调整剪力墙长度，平面随之调整；1#、2#、3#、4#、5#、
10#、12#、13#、14#、15#楼顶部原拉丝古铜色金属板调整为深咖啡色
真石漆；局部取消玻璃幕墙，增设空调百叶；底部取消铝合金格栅，局
部增加造型线条。不涉及各项指标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0月31日至11月1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符国才。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0月2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宏达商城方案设计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专题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联
合金贸派出所、交警部门以及金贸街
道禁毒办在辖区开展 2022 年毒驾治
理专项行动，旨在最大限度降低毒驾
肇事肇祸风险，减少毒驾对社会公共
安全的危害。

行动期间，民警在辖区主要交通路
口、繁华路段对过往车辆逐一检查，对机

动车是否携带毒品、易制毒化学品等进
行全面检查，核验机动车驾乘人员身份
信息并对驾驶员进行吸毒检测，做到早
发现早预防。同时，通过发放禁毒宣传
资料，讲解毒驾交通事故案例，让广大驾
驶员了解毒驾的危害，提高大家拒毒、防
毒意识，共同营造平安和谐的道路交通
环境。

行动中，民警规范检查测验流程，认
真核对驾驶人员身份信息，安排专人监
督检测过程，对驾驶员逐一进行尿检，确
保被排查对象尿液来源可靠、尿检结果
准确无误，并现场进行一对一确认。尿
样采集完毕后，专业工作人员对采集的
尿样逐一进行了毒驾检测，经检测全部
驾驶人均未涉毒。 （撰文/梁子）

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的禁毒氛围，连日来，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禁毒办组织海口海
天学校、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海甸校区
学生到和平南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街道妇联、共青团、工会等部门一同
参与了本次禁毒活动。

在现场，在基地禁毒社工讲解下，学

生们了解了中国禁毒的发展史。参观过
程中，学生们认真聆听，在笔记本上认真
记录，不懂就问，更加了解毒品的基本常
识及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

通过观看展厅生动的图片，禁毒宣
传墙、各种毒品的仿真样品、吸毒工具，
体验VR太空椅、人体吸毒血液演示模
型等，进一步加深了学生们对毒品的认

识，毒品的种类、特征及危害，就此有了
全方位的了解。活动结束，在老师的带
领下共同举行了“禁毒宣誓”，大家在铮
铮誓言中表达了禁毒要从现在做起，从
我做起、抵制毒品、远离毒品的决心。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进一步增强学
生知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撰文/梁子 王维坤）

海口市龙华区开展2022年毒驾治理专项行动

加强毒驾治理 筑牢安全防线
海口市美兰区组织学生参观禁毒教育基地

提高禁毒意识 远离毒品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