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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12月1日起
施行。《条例》共10章86条。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实施， 有
力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提升。
同时， 食品安全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和

挑战， 监管实践中一些有效做法也需要
总结、 上升为法律规范。 为进一步细化
和落实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解决实践
中仍存在的问题， 有必要对 《条例》 进
行修订。

《条例》强化了食品安全监管，要求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权威的监管体
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补充规定了随机
监督检查、 异地监督检查等监管手段，完

善举报奖励制度，并建立严重违法生产经
营者黑名单制度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条例》完善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食
品安全标准等基础性制度，强化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结果的运用，规范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的制定， 明确企业标准的备案范围，
切实提高食品安全工作的科学性。

《条例》进一步落实了生产经营者的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细化企业主要负责人

的责任，规范食品的贮存、运输，禁止对食
品进行虚假宣传，并完善了特殊食品的管
理制度。

《条例》完善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
法律责任，规定对存在故意实施违法行为
等情形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罚款，并对新增的义务性规定相应
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 封锐 周倜 蔡矜宜 2019年11月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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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美国白宫：

仍期待11月与中方
敲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30日电 美国白宫发言人
霍根·吉德利30日表示， 美国政府仍期待11月与中
方敲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当天早些时候， 智利政府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
今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吉德利随后发表声明说，截至目前APEC会
议尚无备选地点，但“我们期待在同一时间范围内与
中国敲定历史性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内容）”。

此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表示， 美方希望在原
定于11月举行的APEC会议上与中方签署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

杜锋出任中国男篮主帅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蔡矜宜）

中国篮协今天官方宣布，聘请广东宏远篮球
俱乐部主教练杜锋担任中国男篮主教练，将
组建新一届中国男篮。

“球队近期备战任务是明年的奥运会落
选赛， 但更着眼于2023年世界杯和2024年
奥运会，甚至更长远的未来。”中国篮协在公
告中明确，杜锋将继续执教广东宏远队，一
人身兼两职。

身兼二职，如何平衡？其实在中国男篮历
史上，王非、蒋兴权、郭士强等多位教练有过类
似经历，这些都将为年轻的“杜帅”提供参考。

运动员时期的杜锋司职大前锋，曾助广
东队创下7连冠的辉煌。2013年退役后，年
仅32岁的杜锋从恩师李春江手中接过广东
队教鞭， 之后带队两次夺得CBA联赛总冠
军， 并获得2018-2019赛季最佳教练员奖。
2017年至2018年， 杜锋担任中国男篮集训
蓝队主教练，带队参加过亚洲杯、世界杯预
选赛等国际赛事。

“湘辣马甲”掀热潮

千名湘女展健身风采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王亮）10

月30日，“健康女性FNO（燃卡嘉年华）湘辣
马甲线”2019湖南省女子健身操大赛暨女
子健身嘉年华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活动吸引了来自企事业单位、省内知名
健身机构以及高校的千余名年轻女性参与。

女子健身操大赛率先进行，初步选拔出
的4支啦啦操队展开最后的争夺。最终本土
作战的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获得
一等奖，二等奖得主是长沙学院2队，圆舞
演绎代表队、 长沙学院1队获得三等奖。随
后，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千余名年轻女性跟
随专业教练，完成了两节健身课程。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主办，由体坛
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康女性》 杂志
社、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1日
发表声明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目
前磋商工作进展顺利。 双方将按原计划继续推进磋商
等各项工作。双方牵头人将于本周五再次通话。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声明

� � � � 10月31日
8时，三峡水库
坝前水位达到
175米， 实现
2019年试验性
蓄水目标,连续
10年完成 175
米试验性蓄水
任务。新华社发

� � � � 1996年10月，一个指导中国精神文
明建设跨世纪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十四
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面对发展
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提出：在抓物
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决不能忽视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要两手抓， 两手都要
硬。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深化改革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继续推动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9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
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
议》，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指导思想、 总的要求和今后15年精
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决议指出， 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
思想和总的要求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

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
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培育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公民，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 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十四届六中全会后， 以创建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为主要内容的群
众性活动以及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
庭美德教育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三峡水库完成2019年175米试验性蓄水任务
连续10年达标！

� � � � 据新华社首尔10月31日电 韩国军方10月31日
称， 朝鲜当天下午向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两枚不明
发射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消息称， 朝鲜方面于当
地时间16时35分和16时38分由平安南道顺川一带，向
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发射体。据韩国军方探测数据，
朝方发射体飞行距离大约370公里， 最大飞行高度约
为90公里。

韩国军方称
朝鲜试射两枚不明发射体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1日
表示，印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的所谓“查谟和克什米尔中
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将部分中国领土划入
印行政管辖范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耿爽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印方通过单方面
修改国内法律和行政区划的方式，挑战中国主权权益。
这一做法是非法、无效的，不会改变有关地区在中国实
际控制下的事实，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中方领土主权，恪守双方达
成的有关协定，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
安宁，为两国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耿爽说。

他表示， 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
明确的。 这一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 应当根据
《联合国宪章》、相关安理会决议以及双边协定，以和平
方式妥善解决。 有关方面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争
议，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敦促印方
切实尊重中方领土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