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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完善疾病防控机构职能设置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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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身边的正能
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料人可获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奖励。

提供新闻线索奖金 30-1000 元
▼

扫码下载ZAKER潇湘，
看更多精彩

航拍壶瓶山剩头吊桥。山路崎岖，带给当地村民半归隐生活的宁静，在他们看来，那是属于他们的世外桃源。养蜂
人刘学任和田益民 70 多年的人生里，几乎一直生活在这高山上，种菜、喂猪、养蜂。未来，通往壶瓶山青山溪村的路会被
规划加宽，引来更多游客，
村民们也表示了期待和欢迎。

18米高大花篮将亮相天安门广场
据 新 华 社 电 北 京 市 园 林 绿 化 局 15 日 公 布
2020 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
案。据悉，为迎接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
18 米高、花篮造型的“祝福祖国”主题花坛，可抗 10
级大风。长安街沿线也将布置 10 处各具特色的主
题花坛，集中展现祖国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
“祝福祖国”主题花坛顶高 18 米，以喜庆的花果篮为
主景，花篮为钢架结构，篮身为玻璃钢材质。篮体
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2020”字样，篮体北侧书
写“万众一心，1949-2020”字样。
“大花篮”
内将摆放有全国各地代表性
“花卉”
及
富有吉祥寓意的“果实”，仿真花果直径达 1.5 米至 3
米。花坛底部还将以鲜花构成 10 颗红心的图案。
同时，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将延续吉祥如意花
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将达 4900 平方米，
共摆放花球 18 个。长安街沿线建国门至复兴门还
将布置 10 处不同主题的特色花坛，并将种植地栽花
卉 7000 平方米。
今年花坛整体布置将应用 200 余个品种，其中
包括 25 个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自主培育品种、
新引进品种和乡土植物将共同扮靓天安门广场和
长安街。花卉布置工作将于 9 月 16 日凌晨进场施
工，预计 9 月 25 日左右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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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通知，
严禁六种耕地
“非农化”
行为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采取有力措
施，强化监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
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通知》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重要
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耕地保
护，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耕地保护
的政策措施，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违规占
用耕地开展非农建设的行为。
《通知》明确
提出六种严禁的耕地“非农化”
行为：
一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
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
物。违规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造林
的，不予核实造林面积，不享受财政资金
补助政策。

二是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要
严格控制铁路、公路两侧用地范围以外绿
化带用地审批，道路沿线是耕地的，两侧
用地范围以外绿化带宽度不得超过 5 米，
其中县乡道路不得超过 3 米。不得违规在
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
农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禁止以城乡
绿化建设等名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三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
禁止以河流、湿地、湖泊治理为名，擅自占
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挖湖造
景。不准在城市建设中违规占用耕地建
设人造湿地公园、人造水利景观。
四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
然保护地。新建的自然保护地应当边界
清楚，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
地以外的永久基本农田和集中连片耕地，
不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五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
设。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耕地
建房等。巩固“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成
果，强化农业设施用地监管。加强耕地利
用情况监测，对乱占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及
时预警，构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常
态化监管机制。
六是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各地
区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
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对各类未
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目、临时用
地等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的，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
责令限期恢复原种植条件。
《通知》要求，要全面开展耕地保护检
查，将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开展绿化造
林、挖湖造景、非农建设等耕地“非农化”
行为纳入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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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5 日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了
解到，
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
品第一次排除延期清单，
对《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第一批对
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19〕6 号）
中的 16 项商品，
排除期限延长一年，
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
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TikTok与甲骨文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电 TikTok14 日发表声明说，该公司已将一份方
案提交给美国政府。美国甲骨文公司当天表示已与 TikTok 母公
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成为其“可信技术提供商”，但该协议仍需
美国政府批准。
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方案细节。但据记者了解，方案若获批
准，甲骨文公司将为 TikTok 提供云服务，此举不涉及 TikTok 的
出售，
也不涉及 TikTok 的核心技术转让。
8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称将在 45 天后禁止
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
易。当月 14 日，特朗普再签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在 90 天内剥
离 TikTok 在美国运营的所有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回应说，美方应停止无理打压包
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别国企业，中方同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
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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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尕海湖
9 月 15 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
尕海湖。尕海湖是青藏高原东端的高原湿
地，黄河上游支流洮河的重要水源补给区。
近年来，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尕
海保护站实施湿地禁牧补偿、生态修复和环
境治理等项目，加之近两年甘肃降水持续增
多，尕海湖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湿地生态系统
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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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街头乞讨的00后男生到重点大学报到

生活
提醒

现场
视频

早安
湖南

专家揭秘
戒烟后为何变胖

5岁儿童
乳牙龋患率70.9%

国庆假期
长沙成
“顶流”
城市

在长沙市第三医院戒烟门诊，
医生经常会收到患者戒烟后肥胖的
反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主
任朱应群表示，戒烟后的戒断症状
会让你觉得嘴巴闲得慌，找来各种
各样的零食来塞住嘴巴，而高热量
食物让你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增
长。
“管住嘴，迈开腿”是预防戒烟后
肥胖的最好办法：尽量选择低脂、低
热量的食物来安慰空虚的嘴巴。

“小朋友，
把嘴巴张大哦，
涂上它就
能保护小牙齿了。
”
9月15日，
在长沙芙
蓉区万婴东外滩幼儿园，
来自湖南省儿
童医院口腔科的专家为 300 多名 3-6
岁的小朋友做口腔检查和免费涂氟。
9 月 20 日是第 32 个“全国爱牙
日”。2017 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口
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5 岁
儿童乳牙龋患率为 70.9%，比十年前
上升了 5.8 个百分点。

近日，某旅游平台对今年国庆
黄金周期间国内居民的出行及出游
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今年中秋和
国庆“双节同庆”，探亲流与假期旅
游客流高度叠加，部分居民选择了
节前“拼假”提前出发。而长沙也进
入了全国最热城市榜单，除长沙外，
铁路预测客流排名前十的城市还
有：广州、深圳、北京、上海、重庆、成
都、西安、南昌和武汉。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近日，
广东广州，
曾在街头乞讨的00后男生到大学报到。家中五
口只有他和弟弟身体健康，
父亲天生残疾，
生活十分艰难。今年他以
607 分考上广东工业大学，
父亲拿着他的录取通知书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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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4次倒车失败被环卫大姐一盘到位
9 月 14 日，湖北武汉。一男子路边停车前前后后 4 次都失败
了。环卫大姐一旁偷瞄半天，
忍不住出手一盘到位。46 岁的朱大
姐说，
当时看得着急忍不住出手，
男司机说自己驾龄十几年，
只是
那个位子太小，
就爽快让出了方向盘。环卫大姐说自己开车 20 年。

谢金鱼吖：这个时候咋就没人说
“男司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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