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般的交通旅游

数字：自9月28日至10月
7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8亿
人次；国庆7天全国共接待国内
游客7.82亿人次

镜头：“中国红”醒目靓丽，红
色旅游成假日旅游市场主旋律

国庆期间，全国交通运输运
行总体平稳。自9月28日至10
月7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38亿人次，同比增加708.7万人
次。其中，10月1日，全国铁路发
送旅客1713.3万人次，创国庆假
期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
国同庆的欢乐气氛让这个国庆假
期笼罩在浓浓的“中国红”中。

红色旅游成为国庆假期旅
游毫无争议的关键词。记者从

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2019年国
庆 7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7.82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6497.1亿元。

不一般的电影市场

数字：国 庆 档 电 影 票 房
50.5亿元，创同档期历史新高

镜头：电影院观众爆满，泪
水与掌声交织

举国欢庆，盛世华典。国庆
阅兵和一系列主旋律“燃情”影
片，将全国人民的情绪带到“沸
点”。

记者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
截至10月8日发稿时，国庆档电
影票房为50.5亿元，创同档期历
史新高，比此前的同档期纪录高
出 23.41亿元，增长了 86.42%，
观影人次为1.35亿，亦创同档期

历史新高。

不一般的消费市场

数字：全国零售餐饮企业销
售额 1.5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8.5%

镜头：蔬菜肉蛋供应充足价
格平稳，多地夜市灯火通明

在浓厚喜庆氛围的推动下，

今年的黄金周传统消费亮点纷
呈，新兴消费蓬勃发展，其中夜
经济、首店经济成为新亮点，个
性化、品质化、智能化引领消费
升级大潮。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0月1
日至7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1.52万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8.5%。

据新华社

这个国庆假期消费市场亮点纷呈
刚刚结束的7天国庆长假非同以往，令人难忘：爱

国主义旋律在神州大地唱响，黄金周假日经济效益凸
现，消费升级亮点纷呈。

游客与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巨型花篮合影 新华社发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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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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

序，对处分主体的立案、调查、
处分、宣布等程序作了明确规
定。考虑到有的公职人员在任
免、管理上的特殊性，草案规
定，对各级人大（政协）或者其
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人员给
予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先由
人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依法
依章程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
职务，再由处分决定机关、单位
依法作出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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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8日表示，在过
去的长周末，暴徒在香港各区施
行严重、广泛的破坏行为，包括
针对港铁和目标商户进行破坏、
袭击普通市民，以及设置非法路
障并截查车辆等，已经到了无法
无天的地步，特区政府会以最大
决心制止这些暴力行为。

林郑月娥 8日出席行政会
议前会见媒体。她表示，暴徒的
暴力破坏行为对香港的零售、餐
饮、旅游和酒店业造成严重打
击，影响共约60万基层员工的生
计。特区政府将尽快落实早前
提出的连串措施，帮助这些行业
纾困。

林郑月娥表示，暴乱已经持

续近4个月，必须采取一些更坚
定的行动去处理这次前所未见的
恶劣情况。订立《禁止蒙面规例》
的目的是协助警方执法，以及避
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以为蒙面
之后就无人能辨别他们的身份而
罔顾法纪，作出违法行为。

林郑月娥强调，无论任何
人，尤其是外国人士，要评论香

港现在的情况，首先要客观地看
事情，第二是要认清事件的本
质，第三希望他们有一颗同理
心，香港发生的事情要是在其国
家发生，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他们不能恶意批评香港，或者为
香港的暴力示威者撑腰，说这是
和平表达诉求的自由，这是不负
责任的评论。

林郑月娥：特区政府决心止暴制乱

刘鹤应邀赴美
举行经贸磋商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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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
撤销涉疆错误决定

据新华社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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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发生枪击案
一家5口丧命

据新华社电美国马萨诸塞州阿宾
顿镇发生一起枪击谋杀案，一家5口7
日被发现丧命家中。

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县检察官克
鲁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
阿宾顿镇警方于当天早晨7时30分左
右接到报警电话，在抵达一处公寓后
先后发现5名死者。初步调查显示，他
们都死于枪伤。

克鲁兹说，死者分别是 1名 43岁
男子、1名40岁女子以及3名不到12岁
的未成年人，他们是亲属关系。马萨
诸塞州法医办公室已经接手相关工
作，将负责查明他们的死因。

德国失窃卡车
冲撞致伤17人

一辆失窃卡车7日在德国西部黑
森州林堡市街头冲撞其他车辆，驾驶
卡车的男子等17人受伤。警方没有排
除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事发当地时间大约17时20分，现
场邻近交通信号灯，8辆轿车遭撞击后
变形，一些人因而在车内无法脱身。
拖车拉开相互挤压的车辆，救援人员
帮助车内人员脱身，送多名伤员去医
院。黑森州警方发言人说，一人“伤势
严重、状况危急”。驾驶这辆卡车的男
子受轻伤，遭警方逮捕。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瑞典皇家科学
院8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来自
美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因宇宙
学相关研究获奖，来自瑞士的米
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
因首次发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
报中说，皮布尔斯对宇宙学的洞
见丰富了整个领域的研究，他的
理论框架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
发展起来，成为当代宇宙学的基
础。利用皮布尔斯的理论可以
推算出，宇宙中95%都是神秘的

暗物质和暗能量。
马约尔和奎洛兹1995年宣布

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一颗行星，它
围绕银河系飞马座中一颗类似太
阳的恒星运转。这个发现引发了
一场天文学革命，此后科学家在银
河系中又发现了逾4000颗行星。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10月 7
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威廉·
凯林、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科
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以表彰他
们在“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
氧气供应”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三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