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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准备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举行

� � � � 1金2银。 冬奥会收官之际， 中国
短道速滑队的这份成绩单， 得来不易。

17岁小将李靳宇拿下女子1500米
银牌让人眼前一亮 ， 男子5000米接力
首获亚军创历史最佳令人欢欣 ， 一骑
绝尘的武大靖勇夺500米金牌更是荡气
回肠。 虽然成绩与索契冬奥的2金3银1
铜， 温哥华冬奥的4金相比稍显逊色 ，
但重压之下的短道速滑队无疑仍是扛
起中国冬奥军团大旗的王者之师。

告别平昌 ， 迎来北京 。 新的奥运

周期对于中国短道速滑队而言已经开
启， 新的挑战摆在眼前。

男队方面 ， 新科奥运冠军武大靖
在本届奥运赛场3破纪录，小将任子威
虽未获奖牌但也有破纪录之举，此外，
韩天宇、许宏志等人均势如破竹，大有
“新人新面”之感。 女队则迎来新老交
替，当年接过王濛大旗，带领中国女队
所向披靡的三朝元老周洋即将退役 ，
李靳宇、曲春雨、韩雨桐等新人正初出
茅庐， 眼下的女队 ， 更急需要新鲜血
液， 将这支王者之师的队伍的大旗传
承下去。

平昌之行吃到的 9次犯规判罚 ，
警醒着队伍在提升国际地位上应有所
突破。 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赛场上50
次犯规判罚中 ， 中国队共吃到 9次 ，
与加拿大队一同排名首位 ， 这种滋味
并不好受 。 尤其是2月20日 ， 中国姑
娘在女子3000米接力被判犯规取消成
绩的阴霾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 在越
来越严格的判罚标准下 ， 在瞬息万变
的短道速滑冰面上 ， 新的奥运周期 ，
广泛活跃在国际赛场上的中国速滑
人 ， 除了 “做好自己 ”， 拥有足够硬
实力， 也要适应国际滑联判罚最新规
则 ， 努力提升体育仲裁和体育外交
的话语权 ， 让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每
一次较量都尽可能 “有礼 ， 却不失
理 ” 。

提“速”，任重道远
周倜

场外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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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 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
（草案）》 23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根据决定草案，
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在实施期限届
满后， 拟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

2015年12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该
授权决定将于2018年2月28日到期。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表示，下一步，证监
会将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积极
创造条件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并会同有
关部门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防
范和化解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均据新华社电）

股票发行注册制
授权决定期限拟延长至2020年

新
华
简
讯

链接

� � � � 2月23日，在广东东莞举行的2019年
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以
73比82不敌新西兰队。图为中国队球员易
建联（中）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 � � � �23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拟对宪法宣誓制度
相关规定作出适当修改，明确监察委员
会组成人员依法产生后应当进行宪法
宣誓、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宪法宣誓誓词中有关奋斗目标
的表述也将修改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

力奋斗！”
根据修订草案，宪法宣誓誓词将从

70字修改为75字， 有关条款中增加了
与监察委员会有关的内容。增加的“宣
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的规定， 也是为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7年9月通过的国歌法有关规定相
衔接。

70字誓词拟作修改宪法宣誓制度将完善

马

� � � �民政部23日就日前起草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
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规定，儿童福利机构要建立
安全保卫制度，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个月。

民政部公开征求意见
拟规定儿童福利机构

监控录像资料至少保存3个月

� � � �记者23日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获悉，
近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对安邦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总经理吴小晖集资诈
骗、 职务侵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可
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 为保持安邦集团照常经
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有关规定，保监会决定于2018年2月23日
起，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一年。

安邦集团原董事长吴小晖被提起公诉

中国保监会
依法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

特朗普宣布将对朝鲜
实施“史上最大规模”制裁

� � �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宣布， 将对朝鲜政府实施
“史上最大规模” 制裁， 美国财政部将很快出台针
对56个涉朝实体和个人的制裁措施， 以切断朝鲜核
项目的资金源。 当日， 几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对
媒体表示， 此次将有27家船运和贸易公司、 28艘船
只、 一名个人受到制裁。 （均据新华社电）

�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3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张德江
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58人出席，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
二中全会精神， 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需要， 完善宪法宣誓制度，
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 彰显宪法权
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
了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修订草案的
议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作
了说明。

为稳步推进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 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的基础功能，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
提请审议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
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席刘士余作了说明。

这次常委会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为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
准备。为此，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稿， 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

于提请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等议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信春鹰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
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的
报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发扬民主，坚持严格依
法办事，坚持严明换届纪律，截至2018年
1月底，35个选举单位共选举产生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2980名。总体来看，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保
证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
量代表的要求。

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 作的关于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 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
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对当选代
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的
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程序，以及是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
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审查。经
审查 ，35个选举单位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的选举符合法律规定 ，
2980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 ，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并公布代
表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