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国内·国际
2022年10月31日 星期一 责编：哈欣 美编：王宇

�������
���	����
����������	�
o����
��
�m���c���n����p�
��������

����
�b�����	
�������
����
���	�������

���������������
��	��������
�����
�����
�������
a�������b

	
��
��	��o���c
���p�������������
������	�	�
�����

���
��	��������
� ��� �����������	�
��� ��� �������

�
�	�������
������
��������
������
����b

o�
���������p

������������
���������a�����
����
�����������
��a������b��	���
����������������
������
��������
���������
����
����b

��������������
���	
��
��
��	����	
�b��a��a�
a��a��

ll
���	���������
�������

�������
���b

o
�����������
��������
�������
��bp���
��������	

��	b

���������	�	
�

����	������
�
����������
���
����	���������
��
���������
������������
�������b

o
�����������p

���������������

����
���������
������
���	��

���b��
���	��	�o�
	��p������������
����	�	����	�b

o��������
���
	���������������
�
���bp	�	������
����	����	���
�
��	��������
��
�
���a�������bo�
�������	��
���	
�������
��������
�������������	�
	��	��
��������
���������
������
����
�����������

��	����������
������bp

o�����
�����p

o����
��������
�	����
���������
���������bp
���	
������	����	���
��������������

�����	��������
��	����������
�
���	�������a
���������b

������
��"���

�	��������������

������
��	������

������������	

�b���
���	������

���������
����

�������������	�

���	�	���b

o���c���p����������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原主任于鲁明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
日，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于鲁明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10月30日电（记者 李国利 赵叶苹）中国
空间站第三个舱段——梦天实验舱发射在即，承担发射任务的长
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已进入关键的加注发射阶段，正矗立在文
昌航天发射场内静待逐梦九天时刻的到来。

作为专门为中国空间站建设而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五
号B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
箭，已圆满完成了天和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的发射任务。据航天
科技集团一院总体设计部总体室副主任李平岐介绍，长征五号B
充分继承了长征五号的研制基础，同时为了适应空间站舱段的发
射在长征五号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发展，突破了低温火箭“零窗
口”发射、大推力直接入轨、大直径舱箭分离、20.5米长整流罩等4
大关键技术，将我国低轨运载能力由8.6吨提升到25吨，为中国空
间站建造奠定了基础。

李平岐表示，梦天实验舱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收官之
战，举国关注。为此，他们采取了多项改进措施，以确保按照计划
窗口准时发射。这些改进措施包括：优化发射时间流程，解耦系
统间动作，关键操作前移等；采取起飞时间偏差及箭上实时修正
技术，将“零窗口”拓宽至2.5分钟，提高了发射前应急处置能力；发
射日测试操作更加细化完善，应急处置能力更加高效。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静待发射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 刘诗
平 黄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黄河保护法。这
部法律将从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黄河保护法包括总则、规划与管控、
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水沙调控与防洪安全、污染防治、促进高
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保障
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11章，共122条。

为了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保
障黄河安澜，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制定黄河保护法。这部法律的制
定实施，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生态环境脆弱是黄河流域最大的问
题。法律明确，国家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坚持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实行
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
合的系统治理；国家加强黄河流域环境污
染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进
重点河湖环境综合整治。

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
法律强调，国家在黄河流域强化农业节水
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措施，
有效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节水

型社会建设。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应当
坚持节水优先、统筹兼顾、集约使用、精打
细算。国家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配置。国
家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实行统一调度，遵循
总量控制、断面流量控制、分级管理、分级
负责的原则，根据水情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洪水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法律
规定，国家统筹黄河干支流防洪体系建
设，加强流域及流域间防洪体系协同，推
进黄河上中下游防汛抗旱、防凌联动，构
建科学高效的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在

黄河流域组织建设水沙调控和防洪减灾工
程体系，完善水沙调控和防洪防凌调度机
制，保障防洪安全。

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是黄河流域最大的
短板。法律提出，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优化调整区域
经济和生产力布局。

此外，法律还提出，加强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编制并实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规划，推动黄河文化体系建设。

积极回应当前升学就业、财产分配、人身权利等领域侵害妇女合法权益问题

聚焦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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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台黄河保护法守护母亲河

已造成至少154人死亡132人受伤 其中4名中国公民死亡2人受轻伤

韩国首尔踩踏事故何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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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3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
障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针对当前升学就业、财产分配、人身
权利等领域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新
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作出了积极回应。

完善促进男女平等顶层设计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国家
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等，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排斥、限制妇女
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为此，本法制定了多种措施加以保
障——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建立健全妇女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制
度、完善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确国务
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将
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

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就业性
别歧视的情形作出禁止性规定，明确在晋
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
等方面，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
歧视妇女。

本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完善就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纠正

就业性别歧视，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
业环境。招聘、录取、晋职、辞退等过程中
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
任郭林茂介绍，新修订的这部法律着力研
究解决就业性别歧视等妇女权益保障领
域的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应对生育政策
调整带来的挑战，为妇女更好兼顾生育与
事业提供支持。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
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
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
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示，法律修
订后增加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的规定，特别
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
包经营、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保护措施，回
应了妇女权益保护中的“老大难”问题，将有
力保障农村妇女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

妇女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禁止
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
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要求用人单
位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

针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合法权益
的行为，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各级
人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部门的职责作出相应规
定。违反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依法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处分。

加强对困难妇女的关爱帮扶

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
等困难妇女的权益保障，为其提供生活帮
扶、就业创业支持等关爱服务；要求为有
需要的妇女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支持……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于细节之中凸
显了关爱帮扶困难妇女的立法导向。

比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困难
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等，应
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国家鼓励
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捐赠、资助或者
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提供安全的生理健
康用品或服务等。

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为困难妇
女提供必要帮扶，保障和促进妇女在各领
域的全面发展。

建立健全生育相关的保障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
障法中的多项措施，鼓励家庭友好型社会
的形成。比如，规定国家实行婚前、孕前、
孕产期和产后保健制度，逐步建立妇女全
生育周期系统保健制度；国家实行生育保
险制度，建立健全婴幼儿托育服务等与生
育相关的其他保障制度；国家建立健全职
工生育休假制度等。
“消除生育歧视、性别歧视，需要建设更

多质优价廉的托育服务机构为家庭提供支
持。”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认为，用人单位
应积极为已婚已育员工履行家庭义务提供方
便，国家可以通过减免税负等办法降低企业成
本，实现多方共赢。

李明舜表示，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
制度，也要兼顾男性共同育儿的需求，让男
女职工共同履行家庭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10月30日，警察在韩国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的踩踏事故现场工作。

10月30日凌晨，救护人员在现场工作。 本组图片 新华社发

10月30日，民众在韩国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悼念踩踏事故遇难者。

29日晚，韩国首尔市中心龙山区梨泰
院洞一带，参加节日派对的人群中发生严
重踩踏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4人死亡
和132人受伤。当地媒体称，这是韩国继
2014年“世越”号客轮沉没以来遇难者人
数最多的一次事故。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30日向记者确认，
已有4名中国公民在踩踏事故中死亡，另
有2人受轻伤。使馆方面表示，已要求韩
方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狭窄不平的小巷，超预期的密集人
流，震耳的音乐，难以抵达现场的救援人
员，应急预案的缺失……种种因素叠加，
使一场狂欢变成噩梦。

29日晚，梨泰院洞一带商圈热闹非
凡。近十万狂欢人群涌来这里庆祝即将
到来的万圣节，人流密集程度超出预期。

现场视频显示，踩踏事故发生在梨
泰院洞中心汉密尔顿酒店旁一条狭窄的
小巷内。小巷长约40米、宽约3米，不仅
狭窄有坡度，地面还凹凸不平，容易绊倒
行人。当自上而下的人流遭遇下方地铁
站出口横向穿行的人群时，行进速度更
加缓慢，进一步增加了拥挤踩踏的风险。

据目击者回忆，事故发生前，人们曾自
发靠右通行，但小巷内渐渐聚集了超出可
容纳程度的人群，秩序逐渐混乱。几位事
故亲历者说，当时被人潮裹挟，动弹不得，
无法自主行走。当晚10时多，小巷前方斜
坡下突然有人跌倒，但后方人流依然向前
涌，最终酿成惨剧。

韩国有舆论批评指出，地方政府没有
就活动提前制定安全措施，现场安全管理
方案的缺失也是事故发生的因素之一。

据韩联社披露，梨泰院洞所处龙山区
27日举行了“万圣节应对紧急对策会议”，
主要发布了防疫、消毒和主要设施安全检
查的相关宣传资料，并未包含针对大规模
人群聚集的安全管理对策。

韩国崇实网络大学消防防灾系教授朴
载晟分析说，此次狂欢属于市民自发举行
的庆典活动，没有主办方，安全事宜未能在
开始前得到充分讨论，导致准备不足。

在踩踏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梨泰
院洞一带也曾聚集大量人群。有人28日
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说，当天目睹有
人被推倒，所幸人群停止移动，未造成伤
亡。但这未能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目前，韩国警方已就踩踏事故成立专
门调查组，正全面调查事故的原委。

据新华社首尔10月30日电

据新华社新德里10月30日电（记者 赵旭）印度西部古吉拉特
邦一座拉索桥30日突然断裂，目前已造成60人死亡。事发时有数
百人正在桥上，目前仍有不少人被困水中。

印度报业托拉斯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
间傍晚6点半左右，目前已造成60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对落水者的
搜救工作正在进行。据现场目击者讲述，事发时桥面突然从中间
断裂，许多人落入河中，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报道说，这座拉索桥位于莫比地区默丘河上，已有大约百年历
史，最近经过修缮，于本月26日重新对公众开放。事故原因可能
是桥面负荷超出桥梁承载能力。

印度一桥梁断裂已造成60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