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成都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 16 日晚通报了成

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失联后

溺亡的相关情况。

该通报称，10 月 15 日 6 时

许，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同

志在微信发布信息后失联。 成都

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力量搜寻。

16日 6时许，毛洪涛同志遗体在

江安河温江段一河道内被找到。

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初步判断

为溺水身亡，排除刑事案件。

据悉，成都市已成立由市纪

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公安局组

成的联合工作组，正在对有关情

况进行全面调查。

据新华社电 今年 10 月 16 日是第

40 个世界粮食日。 当天，中国农业专家

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水稻三产融合

示范基地内的 5万亩海水稻进行产量测

评，测评结果为每亩产量 625.3公斤。

农业专家认为， 这是中国给世界粮

食日的一份厚礼， 不仅助力中国人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也为世界粮食安

全贡献“中国力量” 。

“海水稻”是对耐盐碱水稻的俗称，

中国有大量的盐碱地和滩涂， 可以供海

水稻一展身手。

201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

稻之父” 袁隆平领衔成立青岛海水稻研

究发展中心， 并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成立

中国首个耐盐碱水稻区试协作组， 力争

在海水稻研究上取得突破。

16 日，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迎

来山东青岛、 潍坊和浙江温州的三地海

水稻测产， 由行业专家组成的测评小组

在三地分别进行海水稻产量测评。 专家

测产结果显示： 青岛基地编号 yc-2003

的耐盐碱水稻亩产为 542.5 公斤， 超优

千号亩产为 739.7 公斤； 潍坊基地编号

yc-2003 的耐盐碱水稻亩产为 625.3 公

斤； 温州瑞安基地编号 yc-2002 的耐盐

碱水稻亩产为 320.78公斤。

据专家介绍， 半野生状态的海水稻

亩产只有 100 公斤左右， 生产收益低于

成本。 中国有 15 亿亩盐碱地，其中两三

亿亩可以开发利用，粮食增产潜力大。

袁隆平表示， 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海

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1 亿亩， 那时增产

300 亿到 400 亿公斤水稻是完全可能

的。 “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一年的

粮食总产量，能养活 8000 多万人，这将

是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 9月份

刚过 90岁生日的袁隆平难掩兴奋。

目前，海水稻已在山东、内蒙古、新

疆、黑龙江等多个省区种植，几乎覆盖中

国所有的盐碱地类型。

随着品种不断改良， 海水稻将走向

更大范围的盐碱地，盐碱地里稻花香，稻

花香里话丰年将成为现实。

10 月 17 日，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订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自 2021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

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完善多

项规定，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涉未成

年人侵害问题， 包括监护人监护不

力、学生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

我国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定

于 1991 年，2006 年进行了较大幅度

修订。 此次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增加了多项内

容，条文从 72条增至 132条。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这些

变化：

1、增设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时强

制报告制度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

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时强制报告

制度，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

业人员的准入资格制度。 此外，国家

还将建立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

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向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

询服务。

2、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定义

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

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

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

方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

的行为。 并明确规定了学校在学生欺

凌及校园性侵的防控与处置机制。

3、学校应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

学校应对教职员工、 学生等开展

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应及时

制止和处理学生欺凌行为； 应对相关

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 教育

和引导， 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

导。

4、 加强家庭保护 细化家庭监护

职责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列

举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该履行的监护职责和不得实施的行

为。

5、完善留守儿童委托照护制度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监护

缺失问题，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完善了委托照护制度。没有正当理由，

不能随便把孩子委托别人照顾。

6、 明确国家监护制度 为未成年

人保护兜底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

国家监护制度， 规定在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 由国家承

担监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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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 作出大幅修订

首次定义学生欺凌行为；该法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

给世界粮食日的特别礼物：

中国十万亩海水稻 平均亩产超千斤

★10月 16日，山东省青岛市稻

作改良示范基地， 工人驾驶收割机

在收割海水稻

据新华社电 17 日闭幕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对国旗法、国徽法进行

了修改。 新修改的这两部法律将

于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不得

升挂或者使用破损、污损、褪色

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 不得倒

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国旗尊

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国旗。 该法

还明确，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

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

商业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

动等不适宜的情形。

10月 17日上午 10 点半，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重磅

消息， 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刘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宝华，男，汉族，1963 年 8

月出生， 今年 57 岁， 河北宁晋

人。 2017年 8月，刘宝华任国家

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自 2013 年重新组建以来，

国家能源局先后有两个局长被

查，即刘铁男、努尔·白克力。 努

尔·白克力 2014 年 12 月担任国

家能源局局长、 党组书记，2018

年 9 月被查，2019 年 12 月被判

无期。 努尔·白克力任局长时，刘

宝华是他的下属。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国旗法、国徽法

已修改完毕

■新闻速递

青岛市免费核酸检测延期 2 天

★相关阅读

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刘宝华接受审查

调查

中纪委“打虎”

毛洪涛溺亡事件

成都成立调查组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下称“中疾控” )发布消息称，

近日，中疾控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

源调查过程中，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

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分

离到活病毒。

中疾控称，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冷

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冠活病毒，

并证实接触新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

装可导致感染。

中疾控指出，本次从青岛冷链食

品外包装分离出活病毒，是首次在实

验室外证实在冷链运输特殊条件下

新冠病毒可以在物品外包装上存活

较长时间，提示新冠病毒以冷链物品

为载体具备远距离跨境输入的可能。

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物品表面存活的

病毒可能导致无有效防护的易感接

触者发生感染，感染风险人群主要为

冷链物品从业人员。 本发现提示，在

防范境外感染者输入的同时，需注意

在境外被病毒污染的冷链物品将病

毒输入的风险。

中疾控表示，近期，我国有关部

门对冷链食品开展了新冠病毒核酸

抽检。 截至 9 月 15 日，全国 24 个省

份报送了 298 万份检测结果，其中冷

链食品及包装样品 67 万份， 从业人

员样品 124 万份， 环境样品 107 万

份， 仅在 22 件食品及包装中检出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 病毒核酸载量较

低，此前未曾分离到活病毒。

中疾控建议工作中经常与具有

较高新冠病毒污染可能的冷链产品

密切接触的行业从业人员，如从事冷

链产品装卸、加工、销售等的人员，需

增强防护意识，做好日常防护，避免

皮肤直接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冷链产

品，接触冷链产品后未脱掉可能被污

染的工作服并洗手消毒前不摸口鼻

眼， 工作完成后需立即洗手消毒，定

期进行核酸筛查。

中疾控对青岛疫情溯源调查过程中———

进口冷冻鳕鱼外包装上

首次分离到新冠活病毒

记者从青岛市政府新闻办 17 日下

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青岛市保

留了部分采样点， 延期 2 天继续进行免

费核酸检测。为做好核酸检测收尾工作，

青岛市在各区市保留了部分采样点，延

期 2天继续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为那些

因各种原因尚未参与检测的市民提供方

便。截至 17日 14时，青岛市核酸检测采

集样本 10920411份，已出结果 10920294

份，除已公布的确诊病例外，核酸检测结

果全部为阴性。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