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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17日在京举行联组会
议，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栗战书参
加审议和询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17日举行第七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决
定将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草案等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栗战书主
持会议

■栗战书 1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会
上强调，让法律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汪洋17日在京会见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 （均据新华社）

初秋，伊犁河谷天朗气清。朵朵白
云下，一座座红顶蓝墙的维吾尔族风情
民宿掩映在白杨林间，铺展开一幅迷人
的田园画卷。

笔者跟随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
队扶贫工作队官兵，敲开了伊宁市巴彦
岱镇墩巴扎村村民卡德尔家的院门，67
岁的卡德尔正和老伴忙着采摘葡萄。
“是兵巴郎帮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卡

德尔激动地说。在该支队官兵帮扶下，村
里聚力打造民俗游项目，卡德尔开了家民

宿。如今他为葡萄酒厂种植葡萄，自家还
养了几十只羊，一年能挣几万元。
“发展无门路、增收无产业、环境脏

乱差……”提起刚到墩巴扎村时看到的
情景，驻村第一书记张新军感慨地说，多
亏了武警官兵，他们 4年的倾力帮扶让
村容村貌大变样。

扶贫必须扶到点子上。提高贫困户
自身的“造血”能力，需要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打定主意后，该支队扶贫干部金
刚和苏忠永一起，到墩巴扎村进行深入

调研。该村是个少数民族村，拥有多彩
的维吾尔族民俗文化、优美的自然生态
环境等优势资源，很适合走民俗旅游和
特色畜牧养殖的发展路子。

说干就干，该支队多措并举帮墩巴
扎村打造具有维吾尔族特色的农家乐、
牧家乐，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到维吾尔族
的民族风情。他们先后帮墩巴扎村与蘑
菇种植基地签订协议，投入资金为贫困
户提供蘑菇菌种，传授种植技能，改良葡
萄种植技术，为养殖户提供种牛、种羊，
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搭上民俗旅游的快
车。2018年底，墩巴扎村最后 27户贫困
户摘掉“穷帽”，提前实现了脱贫目标。
“鼓了钱袋子，富了好日子。”在该支队

帮助下，曾经的贫困户热孜耶·艾克拜尔成
了镇上熏马肉加工厂的骨干员工。年收入
4万多元的她如今有了新目标：要让厂里生
产的香而不腻的熏马肉、熏马肠畅销全国。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助力贫困群众摘帽奔小康—

民俗游盘活墩巴扎
■汪泽仁 黄 超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丁小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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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
任童卫东表示，国旗和国徽是国家的象征
和标志，代表着国家权威与尊严，是国家制
度的重要内容。这次国旗法、国徽法修改
幅度不小，主要是完善国旗、国徽的尺度，
增加使用的场合和规范，明确监督部门等。
“根据国旗和国徽的特点，把握不同

要求，对于国旗是强调鼓励与规范并重，鼓
励公民、组织在适当场合升挂、使用国旗和
国旗图案；对于国徽是坚持以规范为主，主
要是规范国家机关的使用。”童卫东说。

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国庆节、国际
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家宪法日等重要
节日、纪念日，各级国家机关、各人民团
体以及大型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
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居民院（楼、小区）有条
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新修改的国徽法明确，公民在庄重的

场合可以佩戴国徽徽章，表达爱国情感。
根据新修改的两部法律，国旗、国徽

应当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中
小学应当教育学生了解国旗、国徽的历
史和精神内涵。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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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改的国旗法、国徽法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报讯 记者王握文、通讯员邓彬
报道：第五届全国太赫兹科学技术与
应用学术交流会 15日在长沙举行。来
自全国 53 所高校、85 家科研院所及相
关企业的 400 多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

表汇聚湘江之畔，围绕太赫兹前沿基
础研究、技术发展与应用、相关器件研
制等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

本次会议由中国兵工学会与国防科
技大学主办，以“聚力基础前沿、引领应

用发展”为主题，共收到论文 160余篇，
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在太赫兹技术与
应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聚焦太
赫兹辐射源、太赫兹检测器、太赫兹波调
控与传输、太赫兹光谱与成像应用等前
沿领域进行学术交流。

太赫兹波，是指频率在 0.1～10THz
波段内的电磁波，它在高速率保密通信、
生物医学成像、战场感知与探测成像、安
全检测等国防和国民经济领域，具有广
阔应用前景。

第五届全国太赫兹科学技术与应用学术交流会举行

本报南京10月17日电 特约记者
高超、记者安普忠报道：首航大西洋的
我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 6号在
圆满完成两次海上测控任务后，于 17日
中午安全顺利返回中国卫星海上测控

部母港。
本次出航，远望 6号船历时 96天，安

全航行近 3万海里，期间完成了天问一
号等两次海上测控任务，为航天发射任
务成功作出贡献。

今年 7月 23日，我国成功发射天问
一号火星探测器，待命于太平洋某海域
的远望 6号船在火箭起飞 7分钟后，及时
捕获跟踪目标，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状
态监视和信息交换，圆满完成海上测控
任务。

远望 6号船党委书记尹学宏说：“在
天问一号海上测控任务中，作为海上测
控弧段‘第一棒’，远望 6号船与相关单
位密切配合、精细操作，为发射任务多个
关键动作提供有力测控支持。”

远望6号船首航大西洋完成测控任务返回母港

位于四川省大凉山腹地的四川省昭觉县，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也是四川省深度贫困县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县。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彝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截至2019年底，全县实现136个贫困村退出。图为昭觉县阿并洛古乡美

丽田园。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佟欣
雨报道：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
进事迹报告会 17日上午在京举行，99名
来自脱贫攻坚一线的个人和 49个单位
获奖。其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1人获
贡献奖、1人获创新奖、1个单位获组织
创新奖。

此次表彰对象涵盖脱贫主体、扶贫
工作主体、社会帮扶主体、改革创新主体

等，并向脱贫任务重、攻坚压力大的地区
倾斜。其中，西藏山南军分区政治工作
部宣传保卫科科长次仁巴珠获贡献奖，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肝胆外科
二中心移植外科副主任朱震宇获创新
奖，贵州省安顺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获组
织创新奖。

据悉，今年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连续第 5年开展全国脱贫攻坚奖评

选表彰工作，也是“十三五”期间全国脱
贫攻坚奖评选表彰的最后一年，共设立
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和组织
创新奖5个奖项。

据介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
通过举办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录制播出
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节目等形式，宣传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事迹，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磅礴力量。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结果揭晓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2名个人、1个单位获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10月 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0月 17日

第五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4月 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0月 17日

第五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7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0月 17日

第五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 12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0月 17日

第五十八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10月 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0月 17日

第五十九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10月 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0月 17日

第六十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
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年 10月 18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0月 17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第六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 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任命车俊为全国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
求发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刘俊臣为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根据宪法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
度的决定，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
誓。

全国人大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
宣誓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上接第一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
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
委员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十九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
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
院院长王昌林作了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五年规划（计划）制定和实施的主要历
程、重要作用、宝贵经验与建议》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