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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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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17
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自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未成年
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
的综合性法律，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增加、完善多项规定，
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
人侵害问题，包括监护人监护不
利、学生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

我国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
制定于1991年，2006年进行了
较大幅度修订。此次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现行法律的
基础上，增加了多项内容，条文
从72条增至132条。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
害时强制报告制度以及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
入资格制度；首次对学生欺凌进
行了定义，并明确规定了学校在
学生欺凌及校园性侵的防控与
处置机制。此外，针对农村留守
儿童等群体的监护缺失问题，完
善了委托照护制度。

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
增设强制报告制度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
害时强制报告制度，以及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
入资格制度，专家介绍，这两个
制度将为预防未成年人受侵害
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
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
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
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
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
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
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近年来，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行业的从业人员性侵害、虐待、
暴力伤害未成年人问题时有发
生，专家介绍，不同于其他犯罪，
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再
犯率高，而且利用职业便利实施
的隐蔽性更强，此次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增设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
格制度，避免实施过侵害未成年
人行为的违法犯罪分子进入相
关行业。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国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
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
息查询系统，向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
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
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
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
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
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
现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
应当及时解聘。

学校应建立学生欺凌
及校园性侵防控制度

近年来，校园安全和学生欺
凌问题频发，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了
定义，并明确规定了学校在学生
欺凌及校园性侵的防控与处置
机制。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
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
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
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
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

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
培训。

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
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
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
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
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
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
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
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
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
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
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家庭保护对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至关重要，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明确列举了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该
履行的监护职责和不得实施的
行为。此外，针对农村留守儿童
等群体的监护缺失问题，完善了
委托照护制度。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了国家监护制度，规定在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
职责时，由国家承担监护职责。

据央视

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明年6月1日起施行

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了定义

就是否将福岛第一核电厂
的核污水排放入海的问题，日本
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16日表
示，将深化检讨、负起责任，提出
最后结论。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发
生“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巨
型海啸及福岛核灾难，造成上万
人死亡。目前，在福岛第一核电
厂腹地内贮藏超过 100万吨核
污水。

据报道，所谓核污水，就是
在冷却核反应堆后残留的废水，
虽然福岛核电站一直在对相关
核污水进行处理，但其中一种名
为“氚”的放射性物质难以被去
除，也就导致核污水持续堆积。

2020年2月，日本政府单位
汇整报告书，提出将核污水稀释
到国家标准以下浓度后，再排放
到大海或蒸汽后排入大气中的
实际作法；政府听取地方及农林

水产业者意见正进行检讨。
10月 16日，日本经济产业

大臣梶山在记者会上说，首先将
详细整理至今为止利用各种机
会所得到的意见，进行汇整作
业，“将在政府内部深化讨论的
情况下，在适当时间点负起政府
应负的责任，提出最后的结论”。

不过，目前仍不知道做成结
论的具体时期，梶山仅说，“将整
理所得到的意见，深化讨论”。

与此同时，有日媒称，日本
政府将在10月底前决定将核废
水排放入大海，虽然这个做法引
发当地渔业相关人士担忧，但日
本政府考虑一直把核污水储存
在核电厂内，可能会影响未来的
废炉作业。

报道还称，由于要建设相关
设备等还需要花一些时间，预估
若真的将核污水排入大海，最快
也要到2022年。 中新

青岛市延期2天
继续免费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青岛市政府
新闻办17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青岛市保留了部分采样点，延期2
天继续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青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隋汝
文在发布会上说，青岛市全员核酸检测已
基本完成。为做好核酸检测收尾工作，青
岛市在各区市保留了部分采样点，延期2
天继续进行免费核酸检测，为那些因各种
原因尚未参与检测的市民提供方便。

截至17日14时，青岛市核酸检测
采集样本 10920411 份，已出结果
10920294份，除已公布的确诊病例外，
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成都成立联合工作组
全面调查毛洪涛
溺亡有关事件

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6日
晚通报了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失
联后溺亡的相关情况。

该通报称，10月15日6时许，成都
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同志在微信发布信
息后失联。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搜寻。16日
6时许，毛洪涛同志遗体在江安河温江
段一河道内被找到。经公安机关现场勘
验，初步判断为溺水身亡，排除刑事案
件。相关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据悉，成都市已成立由市纪委监
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
工委、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正
在对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新华

日本首相菅义伟
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日本首相菅义伟17日以“内阁总
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

“真榊”的祭品。
17日是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第

一天。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厚生
劳动大臣田村宪久、世博担当大臣井上
信治当天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

据日媒报道，菅义伟在此前担任内
阁官房长官期间没有向靖国神社供奉
过“真榊”祭品，此次供奉祭品被认为是
效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做法。

安倍晋三曾于 2013年 12月参拜
靖国神社，此后未再参拜，但每年会在
春秋例行大祭期间供奉祭品，在“8·15”
日本战败日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奉

“玉串料”（祭祀费）。
靖国神社每年4月和10月分别举

行春季和秋季例行大祭。受新冠疫情
影响，今年大祭活动时间由往年的3天
缩短为2天。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
直接责任的二战甲级战犯。中方坚决
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也敦促日方
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
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 新华

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宝华接受审查调查

据新华社电 国家能源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刘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新修改的国旗法、国徽法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百万吨核污水将排入大海？
日政府：深化讨论后再提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