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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记者王

茜）法官法、检察官法施行，巩固司法责
任制改革成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害儿童个人信息；保健食品将产管并重；
智能快件箱管理完善快递“最后一公
里”…… 10 月，一批新规将开始实施。

法官法、检察官法施行

巩固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表决通过新修
订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将于 10 月 1 日
起施行。

修订后的两部法律体现了司法责任
制改革、员额制改革等近年来我国司法
体制改革成果，对法官、检察官的权利义
务、遴选、职业保障等作出了更加完善的
规定。

两部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审判案件、
检察官履行职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
官法同时规定，检察官办理刑事案件，应
当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和保障
人权，既要追诉犯罪，也要保障无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

同时，两部法律对法官、检察官的任
职回避、惩戒、兼职等作出了一系列规
定，就是要确保法官、检察官在合法范围
内行使权力。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法官
和检察官的管理措施，真正做到有权不
任性、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害儿童个人信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儿
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将自 10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布、传播
侵害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信息。

根据规定，儿童监护人应当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教育引
导儿童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保护儿童个人信息
安全。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
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
监护人的同意。

规定还提出，网络运营者落实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管理
责任不到位，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者发生安全事件的，由网
信部门依据职责进行约谈，网络运营者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进行整改，消除隐患。违反该规定的，由网信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依据职责，根据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健食品将产管并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
功能目录管理办法》将于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管理办法，为保健食品“管住、管活、管优”提供制度保障。
办法明确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

目录的制定和调整、公布的程序和路径，改变以往政府主导
的局面，让行业企业站在目录与功能研究的舞台中央，极大
地鼓励和促进产业的研发与创新。

有关人士认为，根据科学研究与进步，动态调整可以声
称的保健功能，在祛除不符功能的同时，允许新的保健功能
准入，这是保健食品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满足群
众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智能快件箱管理完善快递“最后一公里”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的《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
法》将于 10 月 1 日起施行。

智能快件箱，正逐步成为我国城市快递末端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邮政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已铺设 32 万组智
能快件箱，快件箱递率达 11%。

办法规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
意，投递快件后应及时通知收件人。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要
加强数据安全和快件安全保障；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要加
强人员管理规范和服务流程规范。

据介绍，快递末端是各类快递数据的端口，末端数据的
安全保障备受消费者关心。企业要妥善存储使用用户数据，
利用用户大数据进行增值应用的，要尊重用户权益，不得将
具有个人隐私特征的数据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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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我来看你了！”抱着烈士陈曾吉的棺椁，82 岁的陈虎
山泪流满面。

29 日下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样一幕幕的场景令
人动容。当天，退役军人事务部举行认亲仪式，6 名志愿军烈士
确认了身份，与亲人“团聚”。

苍松肃立，翠柏静哀。来自社会各界的 200 多名代表共同见证。
在认亲现场，陈虎山和家人在刻有十多万姓名的抗美援朝

烈士英名墙上细细寻找。找到陈曾吉的名字后，一身戎装的陈虎
山立正敬礼，弯腰将一束鲜花摆在墙前，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每到过年和八月十五，家人都要给你盛一碗饭、摆一双筷
子。”陈虎山跟大哥说着话。

解开绸缎包裹，陈虎山捧出一张相片，相片里的战士手握钢
枪，英姿飒爽——这是陈曾吉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1950 牺牲
在朝鲜战场时只有 20 岁。

烈士许玉忠的亲人没想到，时隔 60 多年，还能与从未谋面
的至亲相见。许玉忠的两个侄子、一个侄孙从河北老家赶到，在
英名墙前摆上了一抔黄土、一把小枣、一捧花生和六个苹果。

“三伯就是吃着老家的枣子、花生参了军，”64 岁的许同海
说，“现在三伯回来了，再尝尝家乡的味道、摸摸老家的泥土吧！”

从 2014 年开始，韩国向我国移交志愿军烈士遗骸，至今已经
有 6 批、总计 599 人回到祖国。他们都是无名烈士，无法确认身份。

英雄回到祖国的怀抱，更渴望回到亲人的怀抱。今年以来，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发起的“寻找英雄”的活动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人们怀着“昨天他们为我们牺牲，今天我们为他们做一件事
情”的敬仰之情，为志愿军烈士寻亲。

在 599 名烈士的上千件遗物中，有关部门以 24 枚刻有个人
名字的印章为线索，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 DNA 检
测等方式，最终确认了这 6 位烈士的身份。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升启说，这是我国首
次通过 DNA 技术手段确认无名志愿军烈士的身份。

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钱锋说，这次国家用技术手段确认无
名烈士的身份和亲属，并且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和烈士纪
念日前夕专门举行仪式予以纪念，充分表明了祖国和人民一直没
有忘记那些无名英雄，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埋葬在异国他乡的英

雄儿女。
88 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维波赶来参加认亲仪式。他说，志

愿军打出了国威和军威，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离家还是少年之身，归来已是报国之躯。让我们记住这六
位烈士的英名：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周少
武。 （记者徐扬、王炳坤）新华社沈阳 9 月 29 日电

6 位志愿军烈士身份确认，与亲人“团聚”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记者刘羊旸）记者 29 日从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石油今年在鄂尔多
斯盆地长 7 生油层内勘探获得重大发现，新增探明地质储
量 3 . 58 亿吨，预测地质储量 6 . 93 亿吨，发现了 10 亿吨级
的庆城大油田。

“庆城油田的发现，对我国生油层内石油资源的勘探开
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引领示范作用。”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鹭光说，庆城油田目前基本建成百
万吨级的开发示范区，预计今年产油 64 万吨，近几年具备
建成 300 万吨的产油能力。

中石油 29 日还公布了另一项非常规油气领域的重大
勘探成果：四川盆地页岩气勘探获得重大进展，在长宁－威
远和太阳区块新增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7409 . 71 亿立方
米，累计探明 10610 . 30 亿立方米，形成了四川盆地万亿方
页岩气大气区，对增强我国天然气供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石油在鄂尔多斯盆地

发现 10 亿吨级大油田

据新华社成都 9 月 29 日电（记者谢佼）9 月 29 日上
午，渝昆高铁四川段、重庆段宣布同步启动建设。渝昆高铁
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国家“百项交通扶贫工程”重点项目。

渝昆高铁设计单位中铁二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建重
庆至昆明高速铁路，即渝昆高铁，自重庆西站引出，经重庆
市江津区、永川区，四川省泸州市、宜宾市，贵州省毕节市，
云南省昭通市、曲靖市，至昆明南站。项目按双线、时速
350 公里、高速铁路标准建设，正线全长 699 公里，全线设
站 20 座，预计建设工期 6 年。项目新建桥梁 393 座，隧道
84 座，桥隧比 83 . 6%。

渝 昆 高 铁 川 渝 两 段

同 步 启 动 建 设

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29 日电（记者孙杰、张洪河、齐雷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河北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聚焦重点问题，一开始就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针对群
众关心的营商环境、社会秩序、基层党建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各地深入检视剖析、开展专项整治。一批党员干部群众反映
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整改，“为民服务解难题”取得扎实成
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提升。

破解机制痼疾，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创业

“原来光提供材料就得跑三五趟。现在一次性准备好所有
材料，现场一提交就完事了。政务大厅办好证件后直接寄到单
位。”邯郸钱氏中医院行政院长钱家平到河北省政务服务大厅
办理医疗机构制剂备案，感到办事越来越便捷了。

河北省政务服务大厅投运后，600 多项省级部门政务服务
事项进驻大厅。依托这里的“一站式”平台，政府各部门政务服
务事项集中办理，政务数据资源整合共享，群众办事“只进一门、
只到一窗、只跑一次”，审批服务效能明显提升。“市场主体反映
突出的办事来回折腾、审批事项办理效率低、办事难等问题有效
缓解。”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这是全省“放
管服”改革和主题教育取得的一项实践成果。

通过“冀时办”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群众还能在网上办理
200 多项惠民便民类政务服务事项。全省社保查询缴费、医保查
询缴费、公积金查询办理、交通违法查询缴费等高频应用事项，
均可足不出户上网搞定。

在主题教育中，河北围绕市场主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扎实推进整改。在中央明确 8 个方面专项整治基础上，河北将
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一并纳入，并梳理细化出
数十个具体问题，集中发力整治。

河北省通过建立“政策服务站”、建立政务服务投诉制度、
编制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等措施，优化营商环境；研究制定

《群众满意度测评评分办法》，加强了省直窗口单位和重点行
业群众满意度测评工作；多地还通过电视、网络等形式公开问
政，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聚焦群众关切，深入整改热点难点问题

围绕群众关心的身边腐败、基层党建、社会秩序等问题，
河北开展全面深入整治。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了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线索清仓行动。全省持续开展村“两委”换届“回头看”，对
现任村“两委”班子成员“过筛子”，清理受到刑事处罚、存在
“村霸”和涉黑涉恶问题的村干部。

为增强村干部乡村治理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河北开展农
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万人示范培训”。针对城市、国企等领域基层
党建问题，河北出台系列措施，明确了农村、街道社区、国有企业、
高校、机关、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公立医院、中小学校等领域基
层党组织质量提升标准，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黑恶势力和“黄赌毒”现象严重危害群众安全感。河北省
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一案三查”，打掉一批黑社
会组织和涉恶团伙，查处了一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

件。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河北全面梳理信访问题重点领域
和风险点，集中开展治理，建立矛盾隐患排查体系和化解责任
体系，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

干部党性有提升，部门服务上台阶

聚焦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担当尽责、干部作风等方面问题，
河北多措并举深入整治，促进干部担当履职尽责，为民服务解
难题。全省 1 万多名省直单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到省委党校廉
政教育基地参观，组织收看警示教育专题片，提高了政治意识、
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为促进干部担当尽责，河北省研究起草了《党政干部政治
素质考察实施办法（试行）》《关于“新官不理旧账”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将干部是否担当尽责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和专项
整治重要内容。

针对超标准接待、违规吃喝、服务窗口态度差等问题，全
省重点检查高档酒店、私人会所、休闲农庄、部分单位定点接
待场所、便民服务单位、政务服务窗口等存在的干部作风问
题，查处问题 100 多起。全省抽取数千名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
告，对违规经商办企业情况进行核查，并把领导干部及其亲属
经商办企业情况纳入日常监管体系。

河北省民政、市场监管、发改委、公安、住建、卫健委等部
门，分别针对农村低保、企业开办、建筑市场秩序、贫困群众看
病难就医难、民营企业发展难题等，出台系列务实管用措施，破
解了一批难题，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为民服务解难题，一开始就奔着问题去
河北省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整改突出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

▲ 9 月 29 日，烈士家属代表参加认亲仪式。当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认亲仪式，6 名志愿军烈
士确认了身份，与亲人“团聚”。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上接 13 版）

转型发展的“战火”

1950 年 8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电告中南军政委
员会，将石灰窑、黄石港工矿区合并为省辖市，并定名为黄石市。
黄石成为湖北省第二座直辖城市。

在国家建设时期，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全国十大特钢之一
的大冶钢厂、全国十大铁矿之一的大冶铁矿、全国三大水泥生产
基地之一的华新水泥、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有色等 27 个重
点工业项目如雨后春笋，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入。

1956 年，21 岁的马景源从华中钢铁公司大冶技校毕业，跟
全班 30 多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刚重建不久的大冶铁矿。此后，
从电工到车间团支部书记，再到矿志办主任，参与编纂《黄石市
志》《汉冶萍公司志》，他亲历了矿区的繁荣、衰落与转型。

马景源记得，20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是大冶铁矿最好
的年代，有一万多工人，每年出产 500 多万吨铁矿石，“企业效益
好，员工福利好，夏天冰棒、汽水都是免费的，大家干劲特别足”。

湖北理工学院长江中游矿冶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定
兴说，大冶铁矿、大冶钢铁厂、华新水泥等大型企业的开办，直接
带动了铁路和码头的建成、人口的流动，使得铁山、下陆、石灰窑
连成一片，让这座年轻的城市迅速发展为长江之滨的矿冶名城。

从小在黄石老城区铁路边长大的刘文祥记得，20世纪 90 年
代，蒸汽机车每天穿梭于老城区与几大工矿企业之间，既拉煤炭、
铁矿也拉工人，数万工人坐火车去工厂上班的盛况令人回味。

工业的崛起，推动城市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黄石凭借
雄厚的工业基础，一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中大放异彩，一路
抒写着“黄老二”的辉煌。历史最高时期，黄石采掘业及其加工业
生产总值占 GDP 总量的 62％，成为仅次于武汉的湖北第二大
城市。

如今，我们走近大冶铁矿，一个东西长 2200 米、南北宽 550
米、最大落差 444 米、坑口面积达 108 万平方米，巨大漏斗型矿
冶峡谷令人惊叹。它是百年中国工业史的鲜活见证，也诉说着一
座矿冶之城在资源逐渐衰竭后的创伤与重生。

“亚洲第一采坑”的形成，伴随着共和国的工业化建设。从
1958 年至 2016 年，工人们从这里累计采出原矿近 1 . 4 亿吨，生
产铁精矿近 8600 万吨，为武钢提供的铁金属量占武钢生产全部
生铁总量的 70%。大冶铁矿成为名副其实的“武钢粮仓”。

经过日积月累，采矿排出了约 3 . 7 亿吨废石，废石堆在矿

区周边绵延十多里，堆积出几座几十米高的小山。
在铜绿山下的大冶有色铜绿山矿生产车间里，矿石经过

磨碎、浮选等工艺，将送到下游车间，生产出铜、铁、金等。
1965 年以来，这里每年还能开采矿石 130 多万吨。目前，从这
里生产采集的矿石每年可生产铜 1 万吨、铁 20 多万吨、黄金
500 公斤。

驱车在黄石老城区走访，破败的街道、破旧的楼房、满眼
的灰色调让记者感觉略感压抑。

绵延千年的“炉火”给这座因矿设厂、因厂建市的城市带
来过辉煌，对资源的持续开采也让它承受着巨大的生态赤字：
150 多座尾矿库、几十万亩工矿废弃地、大面积湖泊污染、生
态功能退化……黄石最多时有大小烟囱 100 多座，年粉尘量
高达 6000 多吨，被称为“光灰城市”。

2009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黄
石位列其中，其下辖城市大冶位列第一批名单。

进入 21世纪，由于全球能源市场、钢材市场和有色金属市
场低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以及失业带来的阵痛更加凸显，让
这个曾经的“黄老二”被宜昌、襄阳远远甩在身后，在湖北的
GDP 排名降到十名左右，矿冶名城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在重回“黄老二”的路上，黄石没有大搞房地产，而是锲而
不舍追逐现代工业梦，他们响亮地喊出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口
号，计划打造先进制造之城。

曾是大冶铁矿矿工的阎红勇，而今成了黄石国家矿山公
园的负责人，致力于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和同事们一起
创造了“石头上种树”的奇迹。

阎红勇说，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矿区开始尝试在废石
堆上种树，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发现了成活率较高的刺槐。此
后 30 多年间，一代代工人前赴后继，在原本寸草不生的废石
堆上栽种了 120 多万株刺槐，昔日的废石堆变成了面积达
366 万平方米、相当于约 8 个天安门广场的亚洲最大硬岩绿
化复垦生态林。

2007 年，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建成开园，成为我国第
一家国家矿山公园。园内一片空地上，工人们用钢铁废料制作
成工艺雕塑，建成矿冶博览园。原有的铁矿设施，被改造成“井
下探幽”“石海绿洲”“九龙洞天”等旅游景观。

如今，这里已变身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成为黄石工业旅
游的一张闪亮名片，每年接待的游客达到 10 万人次。

铜绿山也启动了生态修复：确定 555 . 7 公顷为遗址保护
区红线范围，实施古矿遗址生态修复、山体破坏修复、土壤重

金属修复、水环境污染生态修复、工矿企业废弃工地生态修
复……依托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将在遗址北侧建立铜绿山特
色青铜小镇，建设国家一流的考古遗址公园，集旅游、文化展
示、产业聚合于一体，让千年古铜遗址续写新篇章。

黄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丽萍说，近年来黄石坚持铁
腕治污，将长江大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先后关停“五小”企业
1000 多家，拆除非法码头 123 个，关闭露天采石场 131 家，实
现全域无“五小”企业、无非法码头，并投入 30 亿元实施工矿
废弃地复垦项目 71 个，复垦面积 4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36 . 1%。2018 年，黄石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生态转型是“基础题”，实施产业强市、打造先进制造之城
则是这座千年炉火不熄的城市矢志不渝追逐现代工业梦的
“必答题”。

在转型过程中，曾经支撑起黄石经济四梁八柱的几家百
年老店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压舱
石”。

华新水泥投资 60 亿元建设百年复兴基地，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建厂，去年利润达 30 多亿元；新冶钢投入 30 多
亿元实施技改，向军工航天、汽车特种钢材迈进，去年利税超
10 亿元。

在推动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
级的基础上，黄石依托工业基础雄厚、区位优越的优势，加快
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在大冶湖国家高新区，以汉龙新能源汽车为龙头，发动
机、轮毂、座椅、天窗、锂电池新材料等配套产业日益完善；以
保健酒为龙头，劲牌 30 万吨健康白酒基地和生物医药产业园
初具规模。

在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铁三角”——沪
士电子、欣兴电子、上达电子相继落户，光电子产品、电子基础
材料、应用电子、嵌入式软件等配套项目接踵而至，成为全国
重要的 PCB（印制电路板）产业聚集区。

目前，黄石市形成了铜冶炼及深加工、电子信息、服装、模
具、化工医药等八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工业结构明显优化。

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说，只有落后产品、没有落后产业，
对制造业要再认识、再深化，黄石正全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之城。

这座承载中国千年工业文明，百年工业梦、强国梦的城
市，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在这里，转型发展的“战火”，
正熊熊燃烧，已成燎原之势。

这个地方，毛泽东说“骑毛驴也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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