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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医疗保
障局等9部门印发《关于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
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的实
施意见》，明确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试点集中带量
采购模式，使全国符合条
件的医疗机构能够提供质
优价廉的试点药品，进一
步降低群众用药负担。采
购的药品仍为“4+7”试点
中选的 25 个通用名药品，
坚持高质量标准，通过（含
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仿制药、参比制剂、原研药
才有资格参与竞价。允许
多家中选，每个药品中选
企业一般不超过3家；中选
价格低于“4+7”试点中选
价格，采购的协议期限设
定为 1—3 年。（摘编自《人
民日报》）

●智联招聘 2019 年
秋季在线数据显示，全国
38个主要城市的月平均招
聘薪酬为8698元/月，环比
上 升 2.9% ，同 比 涨 幅
10.8%，其中 8000 元以上
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量的
38.0% ，4001-6000 元之
间 的 职 位 数 占 28.5% ，
6001-8000元之间的职位
数占 22.5% ，2001-4000
元 之 间 的 职 位 数 占
10.4%，平均月薪在 2000
元以下的职位数最少，占
职位总量的0.6%。（摘编自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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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时值重阳节，在线旅

游平台携程发布《老年群
体旅游行为报告》，其中
65%的受访老年出游用户
每年出行3次以上，且越来
越多老年人能够独立完成
在线预订。报告通过对最
近一次的老年人旅游行为
分析发现，超5成的老年旅
游用户选择独自或和朋友
出游。（摘编自《天府早报》）

本报讯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正式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
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提出
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0至3周岁
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 10 天共
同育儿假。

据了解，此次通过的《条例》是在
2007年《宁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基础上重
新修订的，分为9章65条，包括总则、
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
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
姻家庭权益、法律责任、附则。《条例》
中，宁夏鼓励探索实行夫妻共同育儿
假，在全国尚属首创。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权
益部部长周文盈介绍，此规定旨在倡
导夫妻共同育儿的社会理念，培育良

好的家庭风尚，促进妇女权益保护和
3岁以下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按照宁
夏之前的规定，女职工的配偶在女性
产假期间依法享有 25 天护理假，此
次新条例又为夫妻双方增加了10天
共同育儿假，这在国内尚属首创。”周
文盈说。

此外，为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负
担，条例还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在工
作场所为职工提供0至3周岁婴幼儿
照护服务，规定女职工比例较高的用
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
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
等设施，为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女职
工提供便利。

此条例是宁夏首部省级制定颁布
的全面系统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地方
性条例，将于2019年11月1日起正
式实施。（摘编自《大河报》）

宁夏首创夫妻共同育儿假

10月4日，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召开特别行政
会议，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引用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
止蒙面规例》（俗称“反蒙面
法”），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止
暴制乱。《禁止蒙面规例》于10
月 5 日零时起生效实施，违反
规例人士最高判处罚款2.5万
港元及监禁1年。

林郑月娥强调，引用《紧
急情况规例条例》不等于宣布
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订立此法
有助警方执法。

属附属法例，先订立后审议

林郑月娥强调，《禁止蒙
面规例》作用是停止暴力、恢复
秩序，反蒙面的打击对象是使
用暴力人士，并非全部人士。
林郑月娥说，有人有合理需要
而戴口罩，有豁免条款，该规例
已取得适当平衡。

她指出，此次“反蒙面法”
是以规例方式进行，属附属法
例，将以先订立后审议进行，当
立法会月中复会后，会将规例
提交立法会审议。林郑月娥
说，希望得到市民理解支持，政
府班子会按早前公布的四个
行动，继续对话及研究找出香
港深层次问题。

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
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会同行政会议在紧急或危害
公共安全情况下，可订立任何
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并可持
续至行政长官宣布废除为止，
刑罚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紧急法早于 1922 年订立，回
归后未曾引用。

迄今已有83个港铁站遭破坏

近日，港铁管理层批评示
威者的破坏程度升级，呼吁停
止恶意破坏行为。港铁管理

层表示，截至 10 月 4 日，共有
83 个港铁站和42个轻铁站受
破坏，损毁包括860个出入闸
机、500部售票及增值机、400
个八达通理器、700 部闭路电
视、12部升降机，另有10个出
入口要关闭，连未启用的沙中线
宋皇台站也受损。截至10月8
日，仍有13个地铁站被迫关闭。

教育局提醒学生避免误堕法网

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总部教育局发出公开文件，
促请学校尽快提醒学生及家
长：在新的规例下，任何人身处
受规管的公众集会或公众游
行，或非法集结（包括暴动）或
未经批准的集结时，使用可能
会隐藏身份的蒙面物品，即属
犯罪。教育局提醒，为避免误
堕法网，学生外出时不要以任
何方式遮盖脸孔。（摘编自《南
方都市报》、新华社）

香港订立“反蒙面法”止暴制乱

欧美早有立法
禁止蒙面先例

“反蒙面法”并非香港首
创，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欧美
国家先后订立类似法案以对抗
在集会中通过蒙面隐藏身份、实
施暴行者，违反者通常面临监禁
与罚款，最高可达10年。

在美国，反蒙面法可追溯
至 20 世纪中期，不少州通过
此法取缔三K党。当下，政治
立场偏激的蒙面示威者，依然
是该法的主要打击目标。

2013年6月，加拿大国会
通过“禁止在非法集会和骚乱
中隐藏身份”法案，禁止公民
通过佩戴面具或使用其他伪
装掩盖身份以参与骚乱和非
法集会，违例者可被处 10 年
监禁。（摘编自新华社）

本报讯 10 月 7 日，瑞典
卡罗琳医学院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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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
（约合人民币650万元）奖金。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
了解了氧的基本重要性，但细
胞如何适应氧水平的变化一直
是未知的。今年的诺贝尔奖获
奖的研究揭示了细胞适应氧气
供应变化的分子机制。评奖委
员会强调，今年的获奖成果为
人类开发出“有望对抗贫血、癌
症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策略
铺平道路”。

当地时间10月8日，瑞典
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物理学
家吉姆·皮布尔斯，以表彰其对
物理宇宙学的理论发现。与
此同时，两位瑞士天文学家米
歇尔·麦耶和迪迪埃·奎洛兹
也获得该奖，因为他们发现了
太阳系外行星。（摘编自《北京
晚报》）

获诺贝尔奖研究有助抗癌

本报讯 民主党控制的美
国国会众议院因“电话门”事件
启动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
查以来，其下属相关委员会已
向白宫、国务卿蓬佩奥、特朗普
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发出传票，
要求他们提交有关文件配合调
查。但白宫等方面并未展现出
配合态度，双方斗法逐步升级。

涉及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敏感通话内容的“电
话门”事件曝光后，震动美国朝

野。民主党指责特朗普滥用职
权谋求私利，寻求外国势力干预
明年美国总统选举。众议院议
长佩洛西9月24日宣布正式启
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目前
相关取证工作已经展开。

美国历史上有3位总统曾
被正式弹劾调查，分别是安德
鲁·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和
比尔·克林顿。据美国宪法，如
果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认定总
统犯有“叛国罪、受贿罪或其他

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国会可
以在总统任期届满前解除其职
务。按照相关程序，国会众议
院下属几个委员会负责弹劾调
查，之后将案件提交至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若认定调查充
分，众议院将进行表决，只要有
一项弹劾条款获得简单多数支
持，总统即被弹劾。随后案件
移交参议院，如三分之二参议
员认定总统有罪，总统则被解
职。（摘编自《解放日报》）

弹劾调查步步紧逼，美国府院斗法升级

瑞典国王将 5 名孙辈
从王室中除名 根据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8日报道，瑞典
王室近日正式发布声明称，
卡尔·菲利普王子的两名子
女以及玛德琳公主的三名
子女不再是王室成员。但
他们仍然是王族的家庭成
员，保留王子和公主的封
号，称呼上不再使用“殿
下”。此前，由于王室人数
不断增加，瑞典议会宣布，
将对有关君主制的一些原
则进行重新审查，其中就
包括王室成员规模。瑞
典、英国、挪威、丹麦、西班
牙、荷兰和比利时是欧洲
仍保留君主制的国家，每
个国家王室职位的传统和
人数均有所不同。（摘编自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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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