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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将在叙少量驻军“保护油田”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表示， 美军将在叙利亚保
留少量驻军以确保叙境内油田的“安全”。 特朗普在
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作出以上表述。 他还表示以
色列和约旦要求美方在叙利亚境内另一区域保留少
量驻军，并未明确两处驻军的规模和部署周期。

“三桶油”多措并举
提升供暖季天然气供应能力

“三桶油”今年加大资源筹措力度，多措并举提
升供暖季天然气供应能力。

中石油已与下游用户签订了今冬明春供气合
同，并对重点地区用气给予重点保障。中石化重点加
大京津冀周边等北方7省市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
筹措资源88.1亿立方米，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1.8
亿立方米。中海油加大LNG（液化天然气）罐式集装
箱多式联运的推动力度，以提升天然气保供水平。

日本天皇正式宣告即位
日本德仁天皇22日在皇居正殿“松之间”举行了“即

位礼正殿之仪”，正式宣告日本第126代天皇即位。
（均据新华社10月22日电）

11月底前全国范围内
正式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
司长闻库22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携号转网
系统改造已经完成， 正在全国范围内联调联测。11月底
前全国范围内正式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闻库说，天津、江西、海南、湖北、云南五个省在此前
试验基础上，已于9月19日正式提供服务。正式提供服务
后，可办理“携号转网”服务的营业网点数量大幅度增加，
办理时限也进一步缩短。截至9月底，五省共有290万人
次办成携号转网。

� � � � 据新华社巴黎10月21日电 巴黎
2024年奥运会组委会21日晚间在巴黎
大雷克斯剧院发布了该届奥运会和残
奥会的会徽。圆形的会徽中含有奥运金
牌、奥运之火和法兰西共和国象征———
玛丽亚娜女神三重意义，象征着巴黎将
举办一次友好、以人为本的奥运会。

在会徽发布仪式上， 巴黎奥组委主席
托尼·埃斯坦盖表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
火炬将传递给巴黎， 巴黎奥组委希望通过
新会徽的发布传达巴黎奥运会的理念，那
就是举办一届友好的、以人为本的奥运会。

据巴黎奥组委介绍， 会徽为金色圆
形，是奥运金牌的形状，体现着运动的精
神，金牌获得者是奥运英雄，同时也体现
了人人争夺金牌的奥运精神； 奥运火炬
是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标志， 体现了奥运
精神代代相传； 而玛丽亚娜女神是法兰

西共和国的象征，代表着宽容、勇敢和充
满创意， 同时女性的形象代表着巴黎奥
运对女性参与运动的重视———1900年的
巴黎奥运会首次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

巴黎2024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将使用
同样的标志作为会徽，这在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也体现了巴黎奥组委希望用同样理
念和标准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决心。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21 3 3 9 8 4 7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1711402.9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81 0 0 5
排列 5 19281 0 0 5 2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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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22

日在京闭幕，76个官方代表团、23国国防部长、6国军队
总长（国防军司令）、8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和各国
观察员等1300余名嘉宾出席，围绕“维护国际秩序，共筑
亚太和平”主题展开了多场研讨。

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亚
太安全风险管控”“中小国家利益与共同安全”“国际军控体系
与全球稳定”等议题展开交流，还就“安全理念创新”“互信机制
建设”“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海上安全形势”“国际反恐合作”

“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沪市开盘
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一声锣响，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内地开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
式挂牌营业， 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翻开了崭新
的一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股份
制探索。1984年11月，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改制为股份有
限公司，向公众发行50万元股票，成为试行股份制经营
的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和不断增加， 我国开始出现
股票。随后，股票发行数量快速增加，对股票进行交易的
需求由此产生。于是，在沈阳、上海等地出现了股票柜台
交易。1986年8月， 沈阳信托投资公司代客买卖证券，开
展股票柜台交易业务。同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
行静安区营业部也开始进行柜台交易。

1988年11月， 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对在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决
定由国家体改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等有关部门以及金融界有关人士参加， 组成国家证券管
理领导小组。

由国务院授权、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0年11月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召开，12月19日，正式举行
了挂牌营业典礼。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开
始试营业，并于1991年7月3日正式挂牌营业。

沪深两个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有
力地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 这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
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此后，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壮大，
逐渐走进国际舞台。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巴黎奥组委发布2024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华人羽毛球国际邀请赛
11月15日永州挥拍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11月15至
17日，2019中国·永州“宏一地产杯”华人
羽毛球国际邀请赛将在永州举行。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永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 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指
导， 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湖南俱乐部、
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承办。比赛设
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个项
目， 共有29岁以下组、30至39岁、40至49
岁、50至54岁、55至59岁、60至64岁、65岁
以上以及混龄相加100岁、110岁、120岁、
130岁和VIP组。

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是由全球华
人业余羽毛球爱好者发起成立，向全球华
人推广羽毛球运动、传播羽毛球技术和运
动精神的国际性组织。

———新中国峥嵘岁月

新华社记者 黄玥 白阳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22日分组审议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
审稿。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草案三审
稿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在维护平等、文明、
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取得较大进步，
总体已经比较成熟。同时，围绕婚前告知重
大疾病、设立离婚冷静期、离婚后抚养探视
子女等问题，与会人员各抒己见。

婚前“重大疾病”，
有啥界定标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
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
撤销该婚姻。

什么样的重大疾病应该在婚前告知？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
认为，要对不适合结婚或者有可能对婚后
生活造成重大损害的疾病进行界定限制。
如果疾病与婚姻家庭关系不大，也不会给
婚姻当事人造成损害， 不告知也不要紧。

尤其考虑到老年人婚姻中，有些病无法界
定重大不重大，告知可能有麻烦。

全国人大代表易家祥说，关于“重大疾
病”的定义，自己只查到2007年启用的“重大
疾病保险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但保险疾病
和临床疾病差异较大，在法律中需要对“重
大疾病”的依据进行明确。此外，一些恶性肿
瘤、癌症等重大疾病，如果治疗及时可以长
期带癌生存，这些情况法律也要予以考虑。

一些与会人员还提出，在撤销婚姻的
操作流程上，还应明确“重大疾病”的范围
由哪个主体来确定，明确究竟是在医院鉴
定还是要进行专门的司法鉴定确诊之后，
才能据此申请撤销婚姻。

离婚冷静期，
能否起到作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自婚姻
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一个月
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
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此前在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时，该条规
定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对于离婚冷静期是
否能起到预期作用，各方仍有不同看法。

韩梅委员表示，由于现在离婚登记手
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现象增多，不利于
家庭稳定，建议进一步完善离婚冷静期制
度。同时，明确具体的执行规范，如增加

“但一方有家暴、虐待、吸毒、赌博等情形，
或者严重威胁另一方生命安全的除外”相
关规定，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放在维护婚
姻稳定之上。

全国人大代表黎霞则建议不设离婚冷
静期。她指出，如果双方离婚意愿不坚定，
复婚很容易操作；但如果一方坚定、另一方
意愿不强烈甚至不愿意离婚的情况下，调
解机构努力的作用不甚明显。“相比冲动离
婚，结婚登记中的冷静期更为必要。”她说。

离婚后抚养探视子女
怎样对孩子最有利？

孩子的抚养权是夫妻离婚主要纠纷
之一。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
中，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
直接抚养为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
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
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杜黎明委员建议，为了尊重孩子的权
利，在草案中增加“八周岁以上的，应当征
求子女意见”的规定。此外，针对司法实践
中离婚夫妻经常就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
方如何行使探视权发生争议的情况，建议
对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探望子女
的规定进行细化，包括探视方式、探视频
率、探视主体、探视权的中止等。

邓丽委员说，鉴于近年来的离婚事件
中有人将孩子藏匿起来作为争夺抚养权
的筹码， 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的情况，建
议草案增加一款规定，“离婚时，任何一方
不得采取藏匿未成年子女方式争夺抚养
权。法院判决抚养权归属时可以作出不利
于藏匿一方的判决”。

一些与会人员也提出了明确隔代探
望权的建议。鲜铁可委员表示，现实中存
在年轻人离婚后老人很想探望孙子女、外
孙子女，而抚养孩子的一方以种种理由不
准许探望的情况。 建议明确父母离婚后，
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对孙子女、外孙子女
尽了抚养义务，或者在孙子女、外孙子女
的父母一方死亡的情形下，可以参照适用
离婚父母探望子女的有关规定，探望孙子
女、外孙子女。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聚焦婚前告知重大疾病、
设立离婚冷静期、离婚后抚养探视子女

这是在发布仪式上发布的巴黎2024年奥运会会徽（左）和巴黎2024年残奥会会徽。

国货正当“潮”

在化妆品领域充分竞争的今天，
一盒眼影能拥有多少粉丝？当彩妆遇
上山河国色，发生的化学反应超越很
多人的想象。

不久前，国产美妆品牌完美日记
推出国家地理系列眼影，以“粉黛高
原”“赤彤丹霞”等为主题，将山河美
色融入眼影盘中， 一经预售火爆市
场。将东方美学与彩妆融合，完美日
记把小小的彩妆做出了大门道，2019
年连续8个月占据天猫彩妆销量首
位，其创始人黄锦峰表示，三年内品
牌全国门店有望达到600家。

一盒眼影的火爆，是“国潮”的生
动写照。华为跨界推出智能墨镜，太平
鸟登陆国际时装周， 故宫雪糕刷屏网

络……融入文化内涵，对
接现代科技与时尚的新
国货让人眼前一亮。来自

小红书的数据显
示，2019年上半
年， 关于国货的
笔记数量同比增
长116% ， 超过
500万用户在平
台上分享国货。

小红书创
始人瞿芳说，越
来越多的国货
品牌尝试口碑
传播、体验式消
费等新模式，并
加强与平台合
作，受到年轻一
代的青睐，以90
后为主体的新
青年正成为消
费主力。

国货变得
“年轻”，也更注重
科技与品质。

天猫数据
显示，无论是全
年 成 交 还 是

“618”过亿品牌，美的、华为、格力等
智能制造品牌稳居排行榜前十，展现
了国货的硬核实力。

“国潮”里的新制造

国货的复兴是中国制造因时而
变，因变而兴的真实写照。用新理念
改变传统行业，用新技术提高品质效
率， 用新模式开拓新空间，“国潮”里
写满了创新的故事。

一个“玩”字，是爱慕皇锦品牌负责
人吴晓平对“国潮”最深的感触。从纹样
整理起步，皇锦尝试把传统寓意与当代
潮流相结合，将不少源自故宫、敦煌的
图案做成了年轻消费者眼中的“爆款”。
得益于文创的注入，截至10月13日秋冬
家居服销售数量同比增长110%。

从大数据创意到个性定制……国
货的变革背后凝结了整个产业链的科
技创新。

改变产业逻辑， 从大订单转向小
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柔性制造和
个性定制；缩短与消费者距离，让工厂
与市场更精准对接……国货背后是工
业和消费体系的重新整合， 是智能制
造的真实体现。

国货的创新同样在模式。小红书通
过内容分享加快品牌与消费者互动，将
产品与服务更紧密结合；严选整合制造
供应链为工厂“赋能”……打破生产、消
费、服务等边界，与平台和用户共享共
创成为国货制造的主要模式。

以“国潮”拓宽发展空间

国货一头连着制造，一头牵着服
务与消费，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很重
要的一环。“国潮”的兴起不仅为中国
制造转型提供机遇，也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思路。

瞄准市场需求。 国货能够变成
“国潮”，最关键的一点是抓住消费者
的喜好。细数爆款国货，不论是国风
产品的火热， 还是简约时尚的流行，
无一不是被科技、文化等赋能，让消
费者找到更多认同感，是围绕需求进

行的供给创新。“国潮”的兴起给人启
示，不论制造、服务还是消费，紧扣需
求脉搏，从市场中获得灵感，创新方
能更加务实和高效。

勇于打破传统。“国潮”中有新兴产
品的“出击”，但更多的是传统品牌的蝶
变。 太平鸟从商务男装转型时尚潮牌，
大白兔奶糖跨界做起了唇膏……主动
出击，勇于变革，用新理念、新技术、
新模式对产品和产业链进行改造提
升，即便是老字号品牌或传统的制造
领域也能焕发巨大的活力，足可见经
济发展中蕴藏的机遇与空间。

当前，不断上升的综合成本与更加
碎片化的需求叠加，为很多制造企业带
来生存的压力。然而有压力就会有动力，

“国潮”的兴起，就是一个个制造品牌应
对挑战、勇于变革、破旧立新的历程。

国货变迁富有启迪。纵然面对复
杂的环境和转型压力， 保持定力，坚
定信心，加快信息技术融合，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 持续推动结构优化升
级，中国经济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路
上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国货正当“潮”
———“国潮”下的中国制造“转型记”

� � � � 国产手机获年轻人追
捧、 智能眼镜走俏市场、原
创设计拥有越来越多的粉
丝……

今年以来，以新制造为
代表的新国货盛行开来，买
国货、用国货、晒国货成为
很多人的日常。消费市场上
“国潮”涌动，中国品牌影响
力与日俱增，中国制造也在
跨界融合中改变着原有的
模样。

国货正当“潮”,这里有
来自理念的更迭、有聚焦供
给的创新、更有根植文化的
自信。紧扣市场，主动创新，
中国制造将不断展示着全
新的面貌。

智
能
眼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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