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3 月 12 日发
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 11
日 0 时至 12 日 0 时，韩国新增 114 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数
增至 7869 例，累计死亡 66 例，治愈
333 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73例位于大邱，
19例位于首尔。

这是韩国陆军支援队成员在大邱
市厅进行消毒防疫。

新冠肺炎病例
增至7869例

快读

东京奥运会圣火 3 月 12
日在奥运会发源地——希腊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
亚遗址采集成功，火炬随后开
始在希腊境内传递。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这次圣火采集
仪式没有现场观众，且只对国
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的
100名注册人士开放。

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 12 日表示，日
本仍然会为东京奥运会和残
奥会的如期举行做准备。

图为3月12日，第一棒火
炬手、希腊射击奥运冠军安
娜·克拉卡奇（左）与扮演最高
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右）交
接圣火。

东京奥运会圣火
在希腊点燃

意大利总理孔特 11 日晚宣布，关
闭全国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所有商
铺，以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蔓延。

孔特在电视讲话中说，在全国范围
内关闭食品店和药店外的所有店铺，但
公共交通、物流、邮局、银行和食品生产
行业将正常营业和运转，以保证对公众
的基本生活服务。意大利10日起进入
全国“封城”状态。截至当地时间11日
18 时，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2462例，累计死亡病例827例。

图为3月10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从斗兽场旁走过。

关闭全国除食品店
和药店外的所有商铺

意大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布，为防止新
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13日起美国将
暂停除英国外所有欧洲国家公民前往美
国的旅行，这一措施为期30天。特朗普
说，欧盟此前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
情，这一旅行限制措施是他与美国政府
卫生领域权威人士讨论后作出的决定，该
措施将视实际情况调整。他同时表示，
接受入境健康筛查的美国公民以及美
欧之间的贸易和物流不受此措施影响。

图为3月11日，部分“至尊公主”号
邮轮乘客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奥
克兰机场登机，前往检测和隔离地点。

暂停除英国外欧洲国家
公民前往美国的旅行

美国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记
者 刘开雄 田晓航）在12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表示，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
去。

在当日发布会上，米锋通报了最新

疫情情况。他介绍，3月11日0时至
24时，武汉新增确诊病例8例，已经降
至个位数；湖北除武汉以外，所有地市
已连续1周无新增确诊病例；湖北以外
省份，新增确诊病例7例，其中6例为
境外输入病例。

“以上信息提示，总体上，我国本轮

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新增发病数在
持续下降，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
米锋表示，要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
位，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毫不放松
抓紧各项防控工作。

米锋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举全
国之力，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

防控举措，为国内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
区做好疫情防控准备赢得了宝贵时
间。“中方愿继续秉持公开、透明及对全
球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
度，加强与世卫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
有效合作，为全球共同抗击疫情作出中
国贡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据新华社3月12日电 （记者 孙
奕 刘开雄 田晓航）12日下午，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了加强市场监管和风险排查的最新情
况。在全民投入疫情防控之际，仍有不
法之徒扰乱市场秩序。对此，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一级巡视员陈志
江表示，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警
示震慑不法经营者，坚决维护疫情防控
期间的价格秩序。

近来，随着口罩产能的不断增加，
熔喷布产量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一定供
需矛盾。陈志江说，市场监管部门查办
了5起哄抬熔喷布价格典型案例并予
以公开曝光。

在粮油肉菜蛋奶等基本民生商品
价格监管上，市场监管部门线上线下齐
行动，确保民生物资市场秩序稳定。截
至3月12日，全国共立案价格违法案

件1.4万件，已处罚7900多件，共曝光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典型案例490多起。

市场监管部门还采取措施打击“黑
口罩”、严惩囤积额温枪等不法行为。
据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在打击非法制售
口罩等防护用品专项行动中共出动执
法人员700万人次，检查经营者897.5
万户次，查获问题口罩8066万只，查获
其他问题防护用品比如消毒水等37万
件，罚没款2.3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案
件598件。

“对查实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企业
和个人，市场监管部门将从重从快从严

予以查处和打击，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陈志江说。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
理司司长袁林介绍，为帮助患者及时确
诊以便尽早收治，我国对新冠病毒检测
试剂实行了应急审批，扩大了供给能
力。截至3月11日已批准16个检测试
剂，包括10个核酸检测试剂和6个抗
体检测试剂，日产能分别接近260万人
份和100万人份。

药品和医疗器械供给加大后如何
保证质量？

对此，国家药监局针对此次疫情

专门开展了疫情防控用药专项产品抽
检。袁林介绍，截至3月11日，各级药
品监管部门共组织抽检疫情防控用药
4433个批次，已完成其中2532个批
次检验，总体合格率达到99.88%，对
不合格批次产品及时采取了风险控制
措施。

此外，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
尚未收到新冠肺炎治疗药品不良反应
的群体事件的报告，没有发生明显的药
品不良反应的风险信号。“目前全国疫
情防控药品的质量安全总体状况良好，
质量是有保障的。”袁林说。

权威部门回应市场监管热点

让“黑口罩”无处遁形 让防疫物资保质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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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去年，我
市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2144件，同比
上升9.28%，并追偿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费用1050余万元。我市力争在今年建
立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机制。这是重
庆日报记者从3月12日举行的市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主任会议上了
解到的。

会上，市检察院关于《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显示，去年
我市立案公益诉讼案件2144件，其中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立案

1588件。
去年，我市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1826件，各行政机关
积极整改，回复率达99％，大多数问题
在诉前程序得到解决。去年，我市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
实现了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零的突
破，并追偿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费用
1050余万元、食品药品安全惩罚性赔
偿金100余万元。

下一步，市检察院还将与市财政
局、市高法院共同加强对公益诉讼赔偿
金使用管理的研究论证，力争在今年建
立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机制。

去年追偿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费用1050余万元
我市力争今年建立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机制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3月12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主任
会议通过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2020
年立法计划》。此计划涉及立法项目
37件，其中，《重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被纳入立法预备项目，将
加快立法进度。

该计划涉及的37件立法项目包括
4部分内容：一是结转2019年审议项
目继续审议的法规案3件；二是2020
年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立
法项目13件，其中制定8件、修订5件；
三是立法预备项目19件，其中制定11
件、修订8件；四是审查项目2件，涉及
民族自治县单行条例3件。

《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加强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监督的决
定》《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等均为今年初次审议项目。《重庆市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重庆市学前教育条
例》《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重
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重庆市中医
药条例》等则被纳入今年立法预备项
目。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市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本不属于5年立法
规划项目，现新增为预备项目。此前，
市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了《重庆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和
《重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还将首次采取“双组长”工作机制，另
有14件立法项目将采取“法规起草协
调指导小组”工作机制，以强化工作衔
接，加强沟通协调，确保立法计划整体
有序实施。

市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计划通过

将加快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记者
魏玉坤）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
示精神和批示要求，依据《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福建

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调查
组并开展调查工作。国务院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付建华任组长。

3月7日19时5分许，福建省泉州
市鲤城区欣佳酒店发生楼体坍塌事故,
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

国务院成立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调查组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授
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

《决定》指出，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
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要在严
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土地管
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
主权。

《决定》明确，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
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国务院批准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在建设用地规
模范围内，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
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的，国务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对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
地规模范围外，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国务院授权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决定》提出，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
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

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对土地管理法第四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转为
建设用地审批事项，以及第四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
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其他
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土地征收审批事
项，国务院委托部分试点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首批试点省份为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
东、重庆，试点期限1年。国务院将建
立健全省级人民政府用地审批工作评
价机制，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土
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对试点省份
进行动态调整。

《决定》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
政策规定，严格审查把关，特别要严格
审查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自然保护区的用地，切实保护
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土地，
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确保相关
用地审批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
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不得将承接的用地审批权进一步授权
或委托。自然资源部要对用地审批工
作加强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发现违
规问题及时督促纠正，重大问题及时向
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赋予省级人民政府
更大用地自主权

重庆等8省市首批试点

全球疫情>>>

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发生5.1级地震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3月12日23时44分在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北

纬32.88度，东经85.55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据新华社）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江津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程红
机构编码：000242500116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滨江路西段15号片区聚英花园C

幢1层1号至4号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20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85538322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永川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贾萍
机构编码：0002425001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大道333号8幢附1-1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20日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023-4982665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0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曾佑均
机构编码：00000550015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龙都路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迎春东街393号，395号，397号

2-1、2-2、3-1、3-2
成立时期：2003年06月30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

023-45645925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
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
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1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区支公司石鱼营销

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正银 机构编码：000005500151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童心街16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红心街191号
成立时期：2006年07月19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023-45645925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
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
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01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华社纽约 3 月 12 日电 （记者
刘亚南）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在12日开
盘出现暴跌，跌幅超过7%。暴跌行情
导致美股再次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
15分钟。

恢复交易后，道琼斯指数、标普
500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跌幅一度
分别达到 9.33%、8.48%和 8.45%；截
至当日早间 10 点 10 分，分别下跌
了 1977.18 点 、203.85 点 和 541.32
点 ，跌 幅 分 别 为 8.39% 、7.44% 和
6.81%。

标普500指数方面，11大板块全部
下跌，能源板块、金融板块和公用事业
板块分别以9.77%、9.54%和 9.44%的
跌幅领跌，医疗卫生板块跌幅最小，为
6.24%。

纽约股市12日早盘暴跌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

世卫组织

新冠肺炎疫情
可称为大流行

新华社记者 胥晓璇 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