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再走长征路

124比96大胜合肥原创
金健米业男篮12人全部得分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王亮） 6月30日晚展开的
2019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 第19轮比赛中， 长沙金
健米业男篮在客场以124比96大胜合肥原创队， 喜获4连
胜。 值得一提的是， 发挥出色的金健米业男篮全队12人
全部上场亮相， 而且均有得分入账。 截至目前， 金健米
业男篮13胜5负， 位列积分榜第4位。

随着大外援甘博在第16轮加盟， 金健米业男篮仿佛
找到了球队的“最后一块拼版”， 阵容得到补强， 发挥也
更加稳定， 本轮前已连胜3场。

本场比赛金健米业男篮全主力首发出战， 合肥原创
则选择了单外援应战。 实力占优的金健米业男篮在上半
场就以70比45领先了25分， 最终以28分的优势取胜。 在
这场堪称“练习赛” 的较量中， 金健米业男篮得分最高
的是甘博， 有28分， 梅奥有26分入账， 国内球员得分最
高的是王鑫， 他拿下了14分。

7月3日第20轮， 金健米业男篮将客场挑战老对手
安徽文一队。 安徽文一队目前以14胜4负的战绩排名
第三。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日在回应
蔡英文7月将两次“过境”美国一事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美台之间的官方往来，已就有关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耿爽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之间的官方往来，这一
立场是坚定的、 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允许蔡英文‘过境’，慎重妥善
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已
就有关问题向美方表达关切，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回应蔡英文将“过境”美国

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

�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修订出台《纳税
服务投诉管理办法》， 对纳税服务投诉工作进行规范和优
化，进一步提高监督投诉质效，更好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
法权益。新办法将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办法将各类投诉的办理时限全部压缩50%：受理审查
环节由2个工作日压缩为1个工作日，服务质效、权益保护类
投诉的办理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 服务言
行类投诉的办理时限从1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

新《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施

规范和优化
纳税服务投诉工作

多地立法推进落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
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说， 推动这么多年，这
一次，国家“动真格”了，垃圾分类终于不
再停留于口号和倡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46个
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
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体系；2025年前， 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据记者了解，此前，上海、北京、杭州、
成都、重庆、厦门、合肥、广东等均进行了
地方立法，一些重点城市在城区范围已实
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为推进垃圾分类真正落地，不少地方
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分类规范的各类主
体将面临包括罚款在内的多种处罚。重庆
市、杭州市都规定，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且逾期未改的，对单位和个人处以不同额
度的罚款。

多地还明确了管理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加大处罚力度。厦门市规定，对违法管
理责任人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单位罚款数额10%的罚
款；杭州规定，对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
行职责等行为， 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活垃
圾分类义务与个人征信挂钩。

如何让垃圾真正“分得清”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置
四个环节。“一口茶叶渣就能毁掉一箱可
回收废纸。”宋国君告诉记者，生活垃圾混
装、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类积极性，更破
坏垃圾分类回收效率。目前，各地推出不
少措施保证垃圾“分得清”。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
分类投放准确性是关键。2018年， 上海市
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居住
区）》，不久前，上海相关部门又编制并投

放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一
些方便市民查询垃圾分类信息的小程序
也纷纷上线。

此外， 上海投入大量人力具体落实。
“小区的分类投放点都安排居委会工作人
员开袋检查、现场指导。”上海市民钱女士
说。据了解，一些中小学校还组织学生在暑
假期间到街道担任志愿者。

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垃
圾运输车辆“亮出身份”，标识要醒目，车身
颜色统一为绿色， 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精
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督举报；上海为
市民提供“垃圾去哪儿了” 微信平台、
12345电话等监督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
垃圾分类也取得有效进展。浙江金华市制
定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目前，
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已覆盖了金华市100%
的乡镇和98%的行政村，垃圾减量达八成
以上。

作为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广

州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设置回收处， 定时
定点回收大物件和一般可回收物。 村里还
通过设置沤肥点，初步做到“餐厨垃圾”不
出村。

垃圾分类带来多重“冲击波”

“分类型垃圾桶网上卖断货了”“工作
太忙只能求助爸妈或保姆， 家人多了很多
话题”“公司里个人座位旁的垃圾桶都没有
了，扔垃圾人都跑瘦了”……近日，强制垃
圾分类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一些个人生活习惯悄然改变。 上海的
宋女士说，为减少垃圾分类错误，已经开始
少叫外卖了。北京市民陈辉说，父母开始把
塑料袋反复使用了，尽量减少垃圾。

垃圾分类带来新的市场商机。 洁满仓
清洁用品公司工作人员说， 近来， 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集中更换分类垃圾桶， 订单量
巨大， 公司开足马力生产仍然供不应求。
一些年轻人看准时机创业。 上海机电学院
大学生在大学校园开展的“飞蚂蚁环保”
项目， 通过联网的回收柜， 让学生自助回
收废纸、 纺织类、 塑料瓶、 电池等类型的
垃圾。

垃圾分类对基层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厦门、广州多地将相关内容纳入各区党委、
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作考核。厦门市
思明区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告诉记者， 几乎
每月都有多家单位对社区进行暗访、排名，
考核情况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

资本市场也闻风而动。近来，A股市场
中垃圾分类概念股集体上涨， 多只个股甚
至连续涨停。首创环境副总裁胡再春表示，
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势， 让错配的废物变
成财富，市场潜力巨大。有机构估算，固废
全产业链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规模。

宋国君说，政府要求、公民自觉、企业
助力，多方合力才能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实。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 � � � 据新华社大连7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1日下午在大连会见保加利亚
总统拉德夫。

李克强表示， 今年适逢中保建交70周
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先生在北京举行会
谈，规划中保关系发展。中方愿同保方继续
加强在中国-欧盟、中国-中东欧框架内的交
流与合作。今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
伙伴中心”正式揭牌，中方愿同各方抓紧推
进后续工作，助力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投

资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拉德夫表示，中国是保加利亚重要合作

伙伴。保方愿同中方扩大贸易、投资、科技、
人文等合作， 希望尽早与中方开通直航。保
方愿积极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据新华社大连7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1日下午在大连会见格鲁吉亚
总理巴赫塔泽。

李克强表示， 中格关系在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基础上，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

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相互投资，本着公开
透明、平等竞争等商业原则，加强互联互通
和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人文领域交流互鉴，
不断促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巴赫塔泽表示，格方积极支持共建“一
带一路”， 欢迎中方企业扩大对格投资，愿
同中方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密切人文等领
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据新华社大连7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1日下午在大连会见世界经济

论坛主席施瓦布。
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同世界经济论坛

深化伙伴关系，在多个平台拓展合作。抓住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 不断提升夏季达
沃斯论坛水平，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维护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

施瓦布表示， 论坛致力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高度重视同中方的合作，愿同中
方一道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
好服务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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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分别会见保加利亚、格鲁吉亚领导人
并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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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329058171.28（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75 3 8 9
排列 5 19175 3 8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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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075 05 06 07 11 16 02+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2

10000000 40000000

160000008000000

46个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
� � � �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住建部
日前介绍，46个城市将先行实施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根据《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
法》， 由住建部负责每季度对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考核。
此外，为落实细则，多地开始对
基层干部进行考核与问责。

记者调查发现，推行多年的
垃圾分类开始真正落地。

中宣部追授黄文秀
“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宣部1日向全社会宣

传发布黄文秀的先进事迹，追授她“时代楷模”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向
她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文秀
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
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
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谱写了新时
代的青春之歌。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
传部干部。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同志自
愿回到百色革命老区工作， 主动请缨到贫困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她时刻牢记党的嘱托，赓续传承红色
传统，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铿
锵誓言。她自觉践行党的宗旨，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
暖装在心间，推动实施百坭村村屯亮化、道路硬化和
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为
村民脱贫致富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2019年6月17
日凌晨，黄文秀同志在突发山洪中不幸遇难，献出了
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黄文秀同志被追授“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等称号。

� � � � 1934年11月，在湖南宜章，中央红军长征突破了
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准备向湘江方向进发。

临行前，他们把江西出发以来受伤的几百名战
士，托付给了当地党组织。宜章是1928年朱德、陈毅
领导的湘南起义发生地，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

白零嫒是一名游击队情报员，她所在茶园村安
置了30名红军伤病员。为躲避国民党军追杀，茶园
村百姓白天将伤病员转移到村后陡峭山峰上的观
音岩洞隐蔽。夜晚寒冷，村民们又把伤病员抬下山，
接回村里医治。

怀着身孕的白零嫒带领妇女们煮饭、 熬药、帮
伤员清洗伤口， 还将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炖了，
给重伤员补身体。

白零嫒的孙子余小元对再走长征路的新华社
记者说：“当时奶奶家住了七八位重伤员，需随时照
料。她几乎没有觉睡，一边照顾伤员，一边做豆腐
卖，赚来钱给红军买粮食和药品。因为太疲劳，加上
精神紧张，奶奶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保住。”

在村民们的救护下，30名红军伤病员， 除一位
重伤员牺牲外，其余29人基本康复。两个多月后，湘
南特委负责人谷子元带领他们奔赴游击区，重新投
入战斗。

“红军走后，国民党对支持红军的党组织和群
众疯狂报复，茶园村是屠杀的重点。”当地党史专家
谢水军说， 国民党把郴州宜章一带划为“剿匪特
区”，共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千余人。

白零嫒一辈子都在茶园村做农民，于1997年去
世。

宜章人以白零媛和茶园村群众为原型，创作了
祁剧《茶园女红军》，再现人民救护红军伤病员的鱼
水情，讴歌红军和百姓的牺牲精神。

（据新华社长沙7月1日电）

老百姓舍生忘死救红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