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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 马
卓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表示，正
是因为美方一些政客的纵容支持，反中乱
港分子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她
要求美方“有些人”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
法犯罪，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部分议员10日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
禁止美国公司向香港出口催泪瓦斯、胡椒
喷雾、橡皮子弹等警用设备，因为香港警
方对待示威者的方式遭到了很多批评。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我不知道美方这些议员是不是想将
这些防暴器材都留在美国国内自己用
呢？”华春莹说。

她说，关于近期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是非、曲直、黑白都是清清楚楚的。越来
越多的国际主流媒体通过实地采访报道
了香港的真实情况。一些俄罗斯媒体通
过多张高清照片展示了示威者所持的内
藏有刀刺的雨伞、燃烧弹等武器。报道
说，一些人假自由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犯罪
活动，幕后黑手是香港暴乱的根本原因，
而香港所谓的新闻自由到了荒谬的地步。

“我想问问美方这些议员，当极端暴
力分子残忍袭击和伤害香港警察，瘫痪机
场、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时，你们所崇尚
的法治在哪里？当上千名香港警务人员
及其家属个人信息被非法暴露、受到疯狂
网络霸凌恐吓时，你们所标榜的人权在哪
里？当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被蒙面黑衣人
追逐、殴打、围攻，受到人身限制和伤害

时，你们所宣扬的自由又在哪里？”华春莹
说。

华春莹说，美方个别议员一方面将暴
力违法犯罪美化为争取人权和自由，另一
方面把香港警方的忍辱负重、克制执法污
蔑为过度使用暴力。这是对自由、民主和
人权的最大亵渎，是对香港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这一主流民意的公然蔑视，更暴露
了他们极端的虚伪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她说，美方警察又是如何对待示威者
的？很多人对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
动、2015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骚乱以及
最近波特兰市的示威画面恐怕都还记忆
犹新。“今后，如果类似香港发生的事情在
美国上演，美方这些议员还会如此‘仁善’
吗？我们拭目以待。”

“正是美方一些政客的纵容支持，反
中乱港分子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
恐。”华春莹说。

“我记得前不久，国务院港澳办新闻
发言人杨光在关于香港当前局势看法新
闻发布会上，曾援引毛泽东主席1963年
所作《满江红》的几句词。今天，我想把那
几句词的下面两句也续上：‘蚂蚁缘槐夸
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华春莹说。

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政府、任何外国组织和任何
外国个人干预。任何企图在涉港问题上
玩火的人最终只会引火烧身、自食苦果！

“我们奉劝美方有些人不要再装睡，也不
要再犯浑，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法犯罪，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外交部：

美方政客的纵容支持
使乱港分子有恃无恐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 申
铖 韩洁）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
作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2号），经国
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1日
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
除清单，对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
一次排除部分商品，自2019年9月17日
起实施。

其中，清单一所列商品，自2019年9
月17日至2020年9月16日，不再加征我

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对已
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业
应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按规
定向海关申请办理。

清单二所列商品，自2019年9月17
日至2020年9月16日，不再加征我为反
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加征的关
税税款不予退还。

下一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
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适时
公布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
第一次排除清单

北碚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市委、
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
方面的指示精神，坚持边组建边应急
理念，严格落实责任制，加强科技强
安，狠抓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各
项工作。

严格责任守住基本盘。按照中央
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规定》以及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实施细
则》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严格按照领导班子成员
各自的《2019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责任清单》认真规范履职，落实“一岗双

责”的要求，切实负起各自分管行业领
域和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领导责任。

各级各部门把安全生产责任制的
规定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行动
上，确保落地见效。完善体制机制，提
高应急管理工作能力。强化监管能力
建设，完善应急管理工作保障，切实加
强安全基础保障。在规划、建设、运行
等方面严把安全发展的底线，把安全
作为提升城市品质的生命线，切实提
升安全保障基础水平。

切实加强科技强安。北碚区加强
了科技在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
作中的应用，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在这
面的作用，提升监管和治理工作绩

效。强化信息系统的整合共享，充分
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把森林灾害、防
汛抗旱、消防火灾等资源有效整合，构
建一体化全覆盖的监测预警、信息传
递、应急指挥的综合平台。

广泛运用在线监测，包括道路危
化品运输、客运运输GPS的管理，公交
和“两客一危”的在线视频监控，“智慧
工地”的建设，道路桥梁、管线的“生命
线工程”，森林防火，地质灾害监测
等。不断提高监管监测水平，发挥大
数据、智能化的实时监测动态分析作
用，提升预警预测能力，精准施策。加
强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切实提高
应急保障水平。

勇于担当 奋发有为 推动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

消防救援消防救援：：119119 森林消防森林消防：：1211912119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作为机构改革新设部门，整合了15个机构的职能职责，通过系统整合后，构建了
行政管理、组织指挥、抢险救援、制度保障四大体系，正在构建高水平应急体系。随着机构改革持续推
进，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陆续成立，机构、职能整合不断加速，过去“各扫门前雪”等难题正在逐步破除。

我市应急管理机构改革近一年来，各级政府、厂矿是如何抓安全生产、防范重大风险？本期“渝州
安全”推出了部分区县、乡镇的有关做法。

严格责任制 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
北碚区区长 何庆

大足区不断健全责任体系，夯实
基层基础，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
管，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好转。

为防止机构改革期间断档、掉链、
脱节，应急管理战线的干部职工尽快
适应新体制，始终保持思想上的警醒、
警觉、警惕，抓牢、抓紧、压实安全生产
工作责任。

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各镇街
担负起属地监管责任，切实加强安全生
产监管，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
制，定期分析、研究、部署本辖区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掌握安全生产情况，特别
是对重大风险源的管控、重大隐患的整
改都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策、督办有

力，及时协调、发现解决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矛盾，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

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区应急
局切实发挥好牵头揽总、协调指导作
用，加大对安全生产各个责任主体的
督查力度，加快形成“条块并重、上下
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监管格
局。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发证，谁负
责”的原则，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要求，坚决杜绝安全监管
责任“真空”。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各部门、各镇街加强对企业的指
导培训和检查督促，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考核奖惩问责机制，督促企业树立
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意识，让企业
充分认识到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益、最
硬的品牌和最强的竞争力，让企业把

“明责、知责、尽责”作为抓好安全生产
的先决条件，积极督促企业抓好安全

“六强化”制度建设。
夯实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基

础保障。大足区切实增强“防与治”的
基础，强化区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
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推进综合性
应急救援队伍与森林火灾扑救、抗洪
抢险等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增强了安
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人力、物力保
障，推进人防、技防、物防协同，全面提
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增强安全发展意识 夯实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基础保障
大足区区长 李步彬

认清安全生产形势，找准工作着
力点。红炉镇安全生产主要风险隐患
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前的地下煤矿
开采安全风险隐患为主，转为了现在
的地面石灰岩开采安全风险隐患，道
路交通运输安全压力加大。

强化隐患排查整改，抓住工作关
键点。一是集中力量“全面查”。常态
化组织镇安委会成员单位开展安全生
产大排查、隐患大整治活动，全方位的
安全生产大检查，通过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双重手段达到标本兼治的效
果。二是特殊时期“重点督”。狠抓岁
末年初、伏旱高温季节等敏感时期安

全大检查、大排查。三是雷厉风行“铁
腕治”。围绕非煤矿山、道路交通等企
业，突出“严”字当头，坚持严查严管严
罚严督，通过执法倒逼企业规范化开
采，标准化作业，促进安全生产。

确保生命安全第一，抓住工作落
脚点。首先，党政主导带头抓。镇党
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好《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重
庆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实施细则》的要求。坚持每季度召开
安全生产工作碰头会，分析研究阶段
性安全生产形势和当前突出问题。
进一步明晰镇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分工合作，齐抓共管。为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督促辖区企业足额保障安全
生产经费落实，加大设备、技术和安
全专业人员投入，确保从业人员依法
参加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以及
职业健康检测。

强化隐患排查整改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永川区红炉镇镇长 李建勋

荣昌区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安全生
产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的指示精神，
以“五上”落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
治责任，以“控大事故、防大灾害”为核
心目标，强化责任、严格执法，努力确
保全区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放在“心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重
要论述精神，在工作实践中强化“天天

归零”“100-1=0”的认识，树牢安全发
展理念。

扛在“肩上”。认真落实安全生产
和自然灾害防治相关责任制，主动担
当作为，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

“三个必须”的责任扛在肩上、把发现
解决重大问题的责任扛在肩上、把解
决重大问题的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把队伍建设抓在手
上，把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抓在手上，把阵

地建设抓在手上，把安全生产重点时段、
重要节点、重点单位的工作抓在手上。

落在“脚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不能干虚功、不能成为“空
中楼阁”，必须落到基层、落到一线、落
到“最后一公里”，勤跑路、严格查、抓
落实，有效消除隐患。

打在“身上”。建立完善激励约束
机制，严肃追责问责，落实“一案三
查”，倒逼责任落实。

以“五上”落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责任
荣昌区区长 李中武

今年以来，我国猪肉供应相对偏
紧，价格上涨较快。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
升级的意见》。随着中秋、国庆等节日
临近，百姓吃肉问题是否有保障？将
有哪些措施促进生产恢复？在国务院
新闻办11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农业农
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相关负责人回答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
题。

农业农村部：
猪肉自给率95%左右

此次印发的意见有哪些硬措施保
障供给，是公众关心的话题。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
意见提出了猪肉自给率、养殖规模化
率和规模养殖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
三方面量化目标。第一次提出省负总
责的总要求，强调各省（区、市）人民政
府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
供应工作负总责。同时，明确猪肉自
给率的目标保持在95%左右。

他表示，意见既立足当前，提出了
六方面具体政策措施；又着眼长远，提
出了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完善疫
病防控体系和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
系，从加大金融政策支持、保障生猪养
殖用地、强化法治保障三个方面提供
政策保障。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重点做好
加快恢复生猪生产、持续抓好非洲猪
瘟防控、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加强
监测调度和市场预警、加强技术指导
与服务等工作。会同相关部门督促地
方加快落实中央出台的各项支持政策
措施，以种猪场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
支持新建、改扩建规模养猪场改善基
础设施条件，加快增养补栏。

国家发改委：
中秋、国庆市场供应有保障

节日期间猪肉供给是否有保障，
直接关系百姓餐桌。

“目前中央和地方层面冻猪肉收
储量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近期我们
牵头制定了重要时间节点的冻猪肉投
放计划，在中秋、国庆和明年元旦、春

节等重要节假日，能够为猪肉市场供
应提供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价
格司负责人彭绍宗说。

他说，为了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不受影响，国家发改委及时指导地
方严格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截至目前，
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32.3亿
元，惠及困难群众达1.29亿人次。

稳定生猪生产，必须加快构建
现代养殖体系。彭绍宗说，今年以
来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37亿元，主要是支持畜牧大县开展
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新增中央
预算内投资11亿元，重点支持长江
流域中西部省份开展畜禽粪污面源
污染治理。

他表示，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农
业农村部印发文件，明确在继续推进
畜牧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基础上，
拟选择100个生猪存栏量10万头以
上的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推进工作；并启动实施生猪
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对2020
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
场，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异地重建给
予一次性补助。

财政部：
支持疫情防控、恢复生产

对于生猪稳产保供，下一步财政
将有哪些支持政策？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负责人姜大峪
说，本轮生猪产能下降、猪肉价格上
涨，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非洲猪瘟疫
情是重要因素。为此中央财政采取一
系列措施支持疫情防控。

他介绍，疫情发生后，中央财政及
时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
围，并将补助标准暂由800元/头提高
到1200元/头。安排非洲猪瘟疫情防
控工作专项经费，支持地方开展生猪
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和运输车辆监管
等防控相关工作。完善了强制扑杀补
助经费发放方式。

姜大峪说，中央财政陆续出台有
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加快恢复生猪生
产。出台临时贷款贴息政策，对种猪
场、规模猪场的流动资金和建设资金

贷款给予贴息。2019年中央财政增
加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规模，调动
地方尽快将增产潜力转化成实际生产
能力。

市场监管总局：
对串通涨价、囤积居奇

绝不姑息

能否对囤积居奇等行为切实监
管，直接关系猪肉价格是否稳定。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负责人
陈志江表示，从“12315”举报投诉平
台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来
看，市场价格秩序总体比较稳定。目
前尚未发现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情
况，但也不排除可能存在一些潜在性
问题。

他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
大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监管，始终保
持执法高压态势。对散布涨价信息、
串通涨价、囤积居奇等价格违法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绝不
姑息。

陈志江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密
切关注生猪及猪肉价格投诉举报情况
及相关价格舆情。要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制定节日期间价格应急监管预案
和相关工作机制，加强价格监管平台
电话值班和值守。将对群众反映比较
集中的问题，及时组织有针对性的重
点检查。

同时，继续加大对有关价格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对大型
生猪及猪肉生产流通企业开展提醒告
诫，敦促有关市场主体严格依法经营、
加强价格自律。

生态环境部：
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的

划定和管理

针对有些地方以改善生态环境为
由，扩大禁养区范围或对养殖场“一关
了之”的现象，如何规范？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
苏克敬表示，2016年，原环境保护部
和原农业部联合印发《畜禽养殖禁养
区划定技术指南》，明确禁养区不限制
散养户，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

风景名胜区的非核心区，允许建设通
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无污染物
排放的养殖场。尽可能减少畜禽养殖
禁养区的划定对生猪生产和猪肉市场
供应的影响。

苏克敬表示，近日生态环境部和
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规范畜禽养殖
禁养区的划定和管理工作，明确提出
了四方面措施：一是依法科学划定禁
养区，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
域之外，不得超范围划定禁养区。二
是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三是立
即整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
的情形。四是加强禁养区整改调整政
策的支持，确需关闭和搬迁的养殖场
户，要给予合理的过渡期，避免清理代
替治理，严禁“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自然资源部：
生猪养殖用地不需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能否保障生猪养殖用地，直接关
系产能恢复。此次意见有哪些政策措
施？

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负责
人高永说，自然资源部门高度重视保
障生猪养殖用地，会同相关部门先后
出台过多项生猪等畜禽养殖用地支持
政策。近日印发的意见就保障生猪养
殖用地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他介绍，一是在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时，要合理安排新增的生猪养殖用
地。二是完善设施农用地政策，有针
对性地提出合理增加生猪养殖附属设
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保障废
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的需求。三是鼓
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四荒地”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发展生猪生
产，同时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制定支持政策。

高永表示，为配合意见实施，自然
资源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
落实好现行支持政策，比如生猪养殖
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
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作为养
殖用途也不需实施耕地占补平衡。要
切实保障生猪生产的用地需求，做到
应保尽保。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全面提升猪肉供应保障能力
——国家部委相关负责人回答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安蓓 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