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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正式实施已100天，垃圾
分类这一新时尚在申城日益深入
人心。昨天下午，市委书记李强
深入居民区、商务楼，实地调研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
李强指出，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已经进入全面推行、依法治理
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时关于垃圾分类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持续用
力、抓紧抓实、久久为功，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规范
化，进一步让生活垃圾分类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作出新的贡献。

有上千户居民的徐汇区徐
家汇花园小区在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过程中，34个楼道门口的68
个垃圾桶撤并到2个垃圾箱房，
居民关于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达
到100%，参与率超过95%，投放
准确率超过98%。李强一行来到
小区，仔细察看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措施及进展。这里的垃
圾箱房设置充分征求了居民意

见，一天分三个时间段定点定时
投放，感应门、洗手台等设施一
应俱全，还配备了流动型的可回
收物“两网融合”回收点。李强
十分关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
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
区、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
入交流讨论。他说，在全市上下
的共同努力下，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充分
认识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既是攻
坚战，也是持久战，千万不能有
歇一歇、松口气的想法。要以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久久为功的
坚韧劲，持续不懈抓推进抓落
实，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
结合各自实际，创新探索，因地
制宜，不断提升垃圾分类工作水
平。要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
作，家家参与、人人动手，让每个
市民都投身其中、当好主角。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推
进以来，有160多家入驻企业的
上海实业大厦，与每家企业都签
订了垃圾分类承诺书，并由大厦
保洁员担任垃圾分类督管员，对

企业分类质量实行实名制监
督。目前，大厦干垃圾日均产量
从原先的20桶减少到12桶，源
头减量成效明显。李强来到大
厦一楼“美丽家园”展示区，察看
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制作的展品，
听取商务楼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情况介绍，还走进大堂一侧的便
利店，向营业员了解参与垃圾分
类工作相关情况。他说，垃圾分
类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要把一流
的垃圾分类作为上海市民新的时
尚追求，进一步营造“以参与垃圾
分类为荣、以准确分类为荣”的浓
厚社会氛围。要强化党建引领，
用好区域化党建这个大平台，形
成各方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李
强还专门来到大厦的垃圾箱房处
察看，了解垃圾分类收运和再生
资源回收“两网融合”情况。他
说，要立足“方便大家分、引导大
家分”，做实做细垃圾分类各个环
节，多推一些人性化的举措、精细
化的管理，进一步激发大家做好
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真正使垃
圾分类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准
则和行动自觉。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会见了来沪出席上海纽约大学
理事会会议的美国纽约大学校
长安德鲁·汉密尔顿一行。

李强说，当前，我们正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上海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城市和改革开放前沿窗口，开
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
明的品格。教育是城市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支撑，我们要不断扩
大教育领域对外开放与合作，更
好培养和集聚一流国际化人
才。促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经贸合作是压舱石，人文交

流是推进器，上海将秉持更加开
放的态度，持续推进中美教育领
域的交流合作。在双方的共同
努力下，上海纽约大学成立以来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欢迎纽约
大学与上海深化合作，携手推动
上海纽约大学越办越好，努力打
造中美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的
成功典范。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日说，
中方对美方将中国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等机构以及8家中
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
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
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 7 日发
布公告，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公安厅及其 18 家下属机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海
康威视等 8 家中国企业列入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以所谓人权问
题为借口，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公安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公安局等机构以及8家中国企业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实施出
口限制，这种行径严重违反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耿爽说，必须指出，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
涉。新疆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称
的所谓人权问题，有关指责只不
过是美方为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
造的借口。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
极端化举措，目的是从源头上预
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
完全符合中国法律，也符合国际
实践。这些举措受到2500万新疆
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也为国际
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美方
对中方的指责完全是颠倒黑白、
一派胡言，只能进一步暴露其干
扰新疆反恐努力、阻挠中国稳定
发展的险恶用心。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
有力举措，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耿爽说。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日就不
久前美国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总
经理涉港错误言论及此后NBA总
裁相关言论作出回应。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
斯敦火箭俱乐部有关人士的错
误言论向对方提出了严正交
涉。中国篮球协会以及休斯敦
火箭队的中方合作伙伴也都相
继发表了声明。

“我想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
清楚了。”他说。

“另外，我建议你去关注
一下普通中国民众对此事的
反应和他们的态度。”耿爽说，

“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
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
通的。”

有记者问及，NBA未来在华
前景如何？如想恢复同中方的
关系，他们应该怎么做？

“NBA 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下一步
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心里
最清楚。”耿爽说。 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草案）》10月8日在
中国人大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
意见。

今年8月，政务处分法草案
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10 月 8
日全文公开的政务处分法草案
分为7章，包括总则，政务处分种
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其适用的
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复
核、申诉，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6
条。中国人大网同时公开了关
于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明。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是
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
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分概念，
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将其适
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
的公职人员。制定政务处分法，

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把
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
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
事处罚，构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
密法网，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公职人员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
体。规定处分决定机关、单位包
括任免机关、单位和监察机关，
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用和责任；
明确了党管干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等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
和适用规则。设定了警告、记
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6种
政务处分。相应的处分期间为：
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
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

二十四个月。受到开除处分的，
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
与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人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
晋升职务、职级和级别；其中，受
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
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到撤
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职务、
职级和级别”“有中国共产党党
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
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
处分的，应当依法给予撤职或者
开除处分。”

为充分保障被处分人员的
合法权利，草案还设专章规定了
复审、复核、申诉途径。草案征
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
6日。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百日，李强调研抓推进落实

推行垃圾分类 让每个市民当好主角

李强会见美国纽约大学校长

携手推动上海纽约大学越办越好

外交部谈NBA事件：

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

中方敦促美方
立即撤销涉疆错误决定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关注人大立法

●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千万不能有歇一歇、松口气的想法

●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久久为功的坚韧劲，持续不懈抓推进抓落实，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各自实际，创新探索，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要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家家参与、人人动手，让每个市民都投身其中、当好主角

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
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
率团访问华盛顿，于10月10日
至11日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
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宁吉喆，中央财办副主
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
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王志军，中央农办副
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受文。

据新华社电

刘鹤应邀赴美
举行新一轮中美磋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

育频道昨天再次发表声明 ，决

定立即暂停NBA赛事转播安排。

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注意到正在日本参加

活动的NBA总裁亚当·肖华回应

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

涉港不当言论一事。对亚当·肖

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

的说辞，我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反

对。我们认为，任何挑战国家主

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

论自由的范畴。

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视体育频道决定，立即暂停NBA

季前赛（中国赛）目前的转播安

排，立即排查涉及NBA的一切合

作交流。 据央视报道

央视体育暂停NBA赛事转播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