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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修订野生动物法，科学设定野生动物的内涵

到底哪些肉能吃？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之后，到底什么
肉能吃？哪些动物可以合理利用？”执法
检查中，不少专家学者、基层单位提出了
界限问题。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重在野生动
物的保护，禁食的法律范围限于国家重点
保护的野生动物和没有合法来源的非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的相关《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基础上，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范围扩大
至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

动物。
在执法检查中，大家普遍反映，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
物已经是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具体到哪些
动物不可食用，哪些动物可以食用，各地
区的人理解并不相同。此外，“人工繁育、
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也被纳入禁止
食用范畴，但事实上，现有的家畜家禽都
是由野生动物驯化而来，二者的界限并非
泾渭分明。

今年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被称为动物利用

“白名单”，猪、普通牛、绵羊等33种禽畜被

列入《目录》，凡是没有列入《目录》的陆生
鸟纲、哺乳纲野生动物一律禁止食用。

“但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侧重
于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而非动物利用。
此外，该《目录》也未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相衔接。”重庆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教授秦鹏建议，在下一步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修订过程中，应科学设定野生动物
的内涵，制度化地划定野生动物的范围。

重庆人喜爱的“美蛙”，到底还能吃
吗？执法检查中，记者询问业内人士了解
到，美国青蛙、牛蛙被列入农业农村部公
告的水产新品种名单，养殖历史较长、人
工繁育规模较大的黑斑蛙、棘胸蛙、棘腹
蛙等，也由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下发
文件明确按照水生动物管理。这意味着，
它们不纳入禁食的陆生野生动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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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6月29
日，“放心中国游——YouTuber海外
大V拍重庆”活动走进奉节，视频博主
Lee李和儿子先后来到白帝城、三峡之
巅、天坑地缝等著名旅游景区，用镜头
记录奉节的山水人情。

“太棒了，这里就是三峡。”一路上，
Lee李不时拿出手机录制小视频。在
白帝城“网红景点”——夔门观景台，当
听说10元人民币上的背景图即是眼前
的夔门风景后，Lee李和儿子立刻兴致
勃勃地站在观景台前打卡留念。

“以前只在杂志上见过三峡风
光，这次能来到奉节，亲身感受‘高峡
出平湖’的壮美景色，让我终身难忘。”
Lee李告诉记者，在这次拍摄中，他将
以一个游人的视角，将沿途所见所闻
制作成小视频，通过社交平台向全世

界分享。
据了解，在抵达奉节之前，Lee李

和儿子已先后游览了湖广会馆、来福
士广场等著名地标，他们制作的第一
期节目已上线 YouTube。视频中，
Lee李和儿子在来福士250米的高空
水晶连廊上行走，还不时用镜头俯瞰
脚下的重庆美景。“太刺激了，想跟随
博主父子一起去看看。”“美丽的城市，
热情的市民，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你们
的快乐。”……不少外国友人在评论区
留言。目前，该视频共吸引近2万名粉
丝点击观看，接下来，Lee李还将不断
更新更多有趣的小视频，除了You-
Tube，这些视频还将在抖音账号、
bilibili 网站等国内社交平台同步上
线，以吸引更多国内外网友打卡重庆，
助力重庆旅游。

海外大V拍奉节：

以游人角度记录三峡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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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5 月 29 日公布经
国务院批准的《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首次明确

了 33 种家 养 畜

禽种类，凡是没有
列入《目录》的陆
生鸟纲、哺乳纲野
生动物一律禁止
食用。

●猪
●普通牛
●瘤牛
●水牛
●牦牛
●大额牛
●绵羊
●山羊
●马

●梅花鹿
●马鹿
●驯鹿
●羊驼
●火鸡
●珍珠鸡
●雉鸡
●鹧鸪
●番鸭
●绿头鸭
●鸵鸟
●鸸鹋
●水貂（非食用）
●银狐（非食用）
●北极狐（非食用）
●貉（非食用）

——“一决定一法”执法检查中专家
学者、基层单位围绕焦点问题提建议

特种畜禽16种，分别为

传统畜禽17种，分别为

资料来源：新华网
制图/李梦妮

《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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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江上明珠（星火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

保利物业 强化党建引领 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近年来，保利物业不断加强党对

企业的领导，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载体，为行
业创新发展提供样本，并转化成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保利物业重庆公司旗帜鲜明讲政
治，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
建引领，深耕物业服务链条，积极参与
社会基层治理，将党建工作贯穿生产经
营始终，以争创“五型党支部”为抓手，
在队伍建设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其
中，物业企业的服务属性，使之成为党
在城市社区的重要阵地、联系服务群
众的重要纽带、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
重要力量。

作为党建引领下社会治理联动机
制的重要参与者，拥有央企背景的保
利物业，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把党建

工作作为把握公司方向的指南针和推
动发展的动力源，在以居住业态为根
基的同时，不断巩固基石，强化服务特
色，提升服务品质。

更为可贵的是，保利物业的视野已
经从关注社会治理延展到城乡统筹发展
方面，积极响应国家城市治理工作和乡
村振兴战略，探索城市公共服务、乡镇公
共服务，打造“镇兴中国”公共服务品牌，
业态范围涵盖各种城镇、特色小镇、景
区、产业园区等，用“大物业”致力于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比如保利物业在参与武隆区羊角

古镇、武隆区白马镇、綦江区永城镇等
场镇公共服务中，坚持在顺民意、惠民
生上下功夫，致力于城市建设和乡镇
治理，以党建引领各地项目部管理和
基层社会治理，整合专业资源，提升城
乡公共服务质量。

打造“五型党支部”

2020年，保利物业重庆公司党支
部在支部书记、总经理凌峰的带领下，

将理论学习与物业服务结合，及时有
效地实现经营效果的转换，是将党建
落实到具体实践工作中，打造“五好党
支部”的缩影。

2020年，保利物业重庆公司党支
部始终致力于学习、服务、高效、廉洁、
先进的“五型党支部”的建设，通过党

支部自建、项目共建、社区联建，着力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
设及作风建设。

保利物业重庆公司推进“五型党
支部”建设，就是要促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2020年前4月的统计数据显示，
保利物业经营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24.5%，其中保利中心、花半里、爱尚里
等22个项目均超100%完成目标营收
任务。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发
展中，保利物业重庆公司“五型党支
部”的建设，得到了很好检验，成效显
著。

共建美好“星火社区”

党建引领企业健康发展，“红色物
业”推动社会治理创新。2019年，保
利物业重庆公司与江北区观音桥街道
明珠社区“结对共建”，将保利江上明
珠作为试点，倾力打造“保利星火社
区”红色物业党建工作品牌，推进物业
管理和社会治理融合发展。

保利物业重庆公司联合明珠社区
党委先后开展了关爱儿童的公益活动、
举办了“参与垃圾分类，创建文明社会”
等主题活动，不断夯实红色物业基础。

对重庆保利江上明珠小区来说，
在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不仅能有效
破解诸多基层治理难题，更能充分激
活社区、物业公司、业主3个服务内

核，推动共建单位等各方力量一体联
动，凝聚起共驻共建、共商共享、同心
服务的澎湃力量。

依靠“红色物业”，“保利星火社
区”吹响“党员集结号”，成立党员志愿
服务队，在疫情期间更是充分发挥了
红色物业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进一
步助力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除了保利江上明珠，保利物业在
重庆所服务的30余个项目也全面开
展了包括社区宣传、科普、专人消毒，
为业主提供及时帮助等防疫行动，为
社区环境筑牢安全防线。

正是这场共同战“疫”的过程，进
一步彰显了保利物业社会治理的新型
价值，构建起政府引导下“市场+自
治”的新时代社会治理架构。

展望未来，保利物业重庆公司将
不断创新探索“小物业+大社区”管理
体系，多管齐下探索物业服务创新模
式，在党建引领下继续阔步向前。

方媛
图片由保利物业重庆公司提供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11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12时——2020年7月7日12时。7月8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
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
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0年6月30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0011（总第122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708305

亩

1062.457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0000010
许可证流水号：65951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84号
邮编：400030 电话：023-65313438
成立日期：1981-02-01 发证日期：2019-11-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支行

机构编码：B0164S350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855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西湖路42、44号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723313
成立日期：2012-08-08 发证日期：2020-06-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让 民 法 典 家 喻 户 晓

本报讯 （记者 孟涛）日前，西南
政法大学“民法典百人宣讲团”走进重
庆市复旦中学。活动中，宣讲团成员、
副团长张力教授用监护人制度等具体
案例，为师生们讲解民法典中有关未成
年人的相关内容，同时为如何对青少年
开展民法典教育支招。

“民法典对青少年教育可以分为家
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三个场
景。”张力教授解释说，应寻求三个场景
中孩子可能面对的最突出的风险点，针
对这些风险点建立民法典教育的应对
措施。

在张力看来，民法典对生命权的教
育是青少年民法典教育的第一大任务，
要尽早由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完成青
少年尊重他人和自己生命身体和健康
权益的法律意识。张力特别提出，《民
法典》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分别规
定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制度以及成年人
意定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我国已经
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社会为补充、以
国家为兜底”的监护制度。如果孩子不
幸发生意外，那平时是否进行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教育则会成为划分几方
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如果家庭没有尽
到生命权的教育义务，则可能会被判多
承担部分责任，学校亦如此。

8岁的孩子打游戏充值5万元能要
回来吗？现场有人提问。“这主要跟孩
子们的行为能力的认定有关。”张力教
授告诉在场师生，《民法典》第十九条、
二十条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未成年人
打游戏充值巨额资金，未经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是可以主张返还的。

张力还告诉大家，青少年作为民事
主体，一样享有生命权、姓名权、肖像
权、健康权等，但在行使这些权利时，
也必须遵守诚信、公平等原则。张力
引用“曾子杀猪”的典故告诉大家，曾
子用言出必行的行动示范家庭诚信的
美德，《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也
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
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因此父
母的言传身教非常重要，家庭、社会、
学校三方要合力进行好青少年的民法
典教育，培养有德、有智的合格家庭成
员与社会成员。

孩子不幸发生意外，是否进行生命教育
是责任划分的考量因素

西政“民法典百人宣讲团”走进复旦中学

□本报记者 颜若雯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之后，到底什么
肉能吃？哪些动物可以合理利用？6月
中旬，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市人大

常委会开展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

简称“一决定一法”）执法检查。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不少专家学

者、基层单位围绕四大焦点问题，就更
好贯彻执行“一决定一法”提出具体建
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相关《决定》
明确，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需
要对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性利用的，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

检验。
执法检查中，有中药材行业人士反映，

由于中药材的特殊性，且目前对食用和药
用的界定还不明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

药材市场经营管理的困扰。
此外，在日常的检查及管理中，形成规

模、需求较大的中药材品种，如：蜈蚣、蛤蟆
油、蛤蚧、金钱白花蛇、乌梢蛇、鹿茸等，由
于家养和野生难以区分，成为了日常管理
中难以把握的问题。

因此，相关行业人士建议，尽快明确有
用药需求、可以在中药材市场交易的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目录。

焦点22
建议：明确可以在中药材市场交易的野生动物目录

哪些动物能利用？

“在基层执法过程中，有时因为猎获
动物数量少、价值低，即使按最高限处
罚，也难以对非法猎捕者形成震慑，不能
达到教育警示的效果。”执法检查中，有
基层部门建议，合理提高非法猎捕野生
动物的违法成本。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非法猎
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将被没收猎获
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猎获物价值
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非法
捕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违法成

本则相对更低。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明确了禁止

使用的捕猎工具和方法，并规定“前款规定
以外的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

南川区政府表示，虽然区里发布了相
关通告，但现在的违法猎捕工具和方法不
断翻新，难以穷尽列举，因此建议在相关条
文中增加“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工具和方法”
的表述，为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提供
法律依据。

焦点44
建议：合理提高违法成本

非法猎捕怎么禁？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林业、渔
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陆生、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

“两栖动物一会儿在岸上，一会儿在水

里，到底归谁管？”执法检查中，不少人提出
了整合野生动物保护职能的建议。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林业部门执法力
量比较薄弱，且缺乏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

专业人才，很难承担繁重的陆生野生动物
保护任务。此外，动物疫病防控是农业农
村部门的职责，由于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情
况复杂，防疫检疫目前在实际操作中也很
难监管到位。

对此，有基层单位建议，统筹林业、农业、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力量，在相关职
能部门设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管理机构和执
法队伍，统一负责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

焦点33
建议：整合野生动物保护职能

两栖动物归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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