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陵罐酒
中国罐酒典范

传媒集团主办

经济新闻周刊 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院CN41-0066 邮发代号院35-558 出版日期院2021 年 6 月 7 日 第 617 期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月 1 日正式实施
八条中对于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使用了耶应
当爷的字眼袁也就是说袁它是一种强制性的
义务袁 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律依据的问题遥
对叶道路安全交通法曳的修订以及各地的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细化袁起到示范引领
作用和上位法的指导作用遥 冶
虽然有了全国性立法袁但目前在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没有对儿童安全座椅强制
使用和儿童乘车安全制度进行更为细致
的规定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主任佟丽华指出院野未保法尧道交法袁地方
的未保条例和道交条例袁其实是一个法律
体系袁很多问题不是单纯靠一部法律就能
够解决的遥 未保法在这一块确立了这样一
个规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袁未来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修订袁包括地方未保条例和地方
道交条例的修订袁应当把这个问题写得更
细致袁更具备可操作性遥 冶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青妇室
处长王阳指出袁在公安部公布的叶道路交
通安全法渊修订建议稿冤曳中增加了儿童乘
车安全的内容袁对禁止儿童乘坐副驾驶和
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等约束系统做出
了更具体的规定袁 并规定了相应的罚则遥
如对于应当乘坐安全座椅的对象采用了
140 厘米的身高标准袁 相较于之前地方立
法的年龄标准袁更科学尧更便于操作遥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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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座椅首次纳入全国性立法
6 月 1 日袁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
正式实施袁 其中对儿童道路交通安全提出
新规定袁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首次纳入全
国性立法袁 揭开了儿童乘车安全法治时代
的新篇章遥 近日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在儿童节到来之际袁线上举办野儿童
乘车安全的法治与共治冶研讨会袁聚焦儿童
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及法治共建遥 会议
邀请到了多位国内知名的妇女儿童保护专
家尧法律专家及道路安全专家袁共同探讨深
化儿童乘车安全保障制度的法治尧 共治和
善治袁保护儿童的生命健康权遥
据世界卫生组织 叶2018 年道路安全全
球现状报告曳显示袁在报告调研的 175 个国
家中袁 有 84 个国家制定了儿童约束系统的
国家立法遥 今年袁我国也成为有全国性立法
的国家之一遥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于 2020 年
10 月通过袁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遥 其中袁
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野采取配备儿
童安全座椅尧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
等措施袁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
害冶袁 这为中国预防未成年人交通伤害奠
定了法律基础袁也使得安全座椅成为儿童
乘车出行的必选项遥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委员朱征夫表示袁野未保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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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以通过袁将推动未成年人乘车安全保
护制度的落地实施遥
同时袁 目前我国已有四川尧 山东尧上
海尧深圳尧苏州等省市在地方性法规中对
儿童乘车安全及安全座椅的使用做出了
相应规定袁但是从立法到执法还需继续完
善遥 王阳表示袁在推动地方条例修改完善
的过程中袁 希望既能与上位法保持一致袁
又要结合各地实际有所创新遥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一级巡视员宋文珍说院野配备儿童安全座
椅首次在国家的法律当中体现袁这彰显了
国家对儿童安全问题的重视遥 我们同时也
在叶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渊2021-2030 年冤曳中
专门增设了儿童安全领域的内容袁提出降
低儿童交通伤害死亡率袁推广使用安全座
椅尧安全头盔袁从政策层面推进儿童乘车
伤害预防遥 冶
宋文珍强调袁对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的预
防和控制袁 安全座椅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袁还
需要包括家长监护尧学校教育尧交管部门对
道路交通设施的管理尧道路的设计尧驾驶员
的教育和引导以及事故急救系统和应急处
置等在内的多部门尧全方位的配合袁以及科
研机构开发更好的产品遥 这是一项系统工
程袁是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一
项工作遥
渊据中国妇女报冤

立夏已过袁天气渐热袁为预防中
小学生溺水安全事故的发生袁 加强对青少年
及广大群众的安全教育遥 五一期间袁方城县博
望镇人大组织市尧县尧镇三级人大代表开展防
溺水宣传活动袁代表们走村排查尧入户宣传袁
进一步加强水库尧河边尧堰塘夏季安防管理袁
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遥
全镇共 28 名代表参与此次宣传活动袁代
表们的耐心讲解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袁通
过此次活动袁 人大代表带头把安全教育工作
落到实处袁 让周边群众和学生们深入了解防
溺水知识以及重要性袁 为博望镇域防溺水安
防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遥
渊李晓莉冤

河南中国银行首笔家族信托
2500 万元成功落地
近日袁中国银行郑州城东北路支
行积极挖掘客户需求袁 将高净值客户风险隔
离与传承工具-家族信托跟客户进行了深度
传导与沟通袁启发客户家业传承理念袁成功落
地家族信托 2500 万元袁实现私行产品新突破遥
近年来袁为更好地服务大众袁中国银行不
断践行野服务创新冶和野产品创新冶的理念遥 其
中袁 家族信托服务就是中国银行为高净值客
户提供的一种高端财产管理服务遥 可针对高
净值客户自身需求袁量身定做解决方案袁提供
财产风险隔离尧资产保护尧财富传承尧税务规
划等一系列的深度专业服务袁 帮助客户实现
财富的长期保值尧增值与世代传承遥
渊王俊辉冤

固始县市场监管局

注重中、高招考试期间食品
安全问题

为保障中尧高招考试期间考生
及考务人员食品安全袁 固始县市场监管局
提前布局尧加强督查尧突出重点袁积极营造
中高招期间良好食品安全环境遥 一是全面
排查隐患遥截止目前袁已出动人员 332 人次袁
检查餐饮单位 116 家遥 二是强化跟踪问责遥
截止目前袁已排查问题 2 个袁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 1 份袁 立案查处 1 起遥 三是加强宣
传引导袁 增强考生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遥四是加强应急值守遥实行 24 小时值
班制度袁 扎实做好中高招期间食品安全应
急处置工作遥
渊刘传玲 殷 磊冤

方城县赵河镇

内乡县农业农村局

举行“献爱心保安全”服务三夏生
产活动启动仪式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为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服务群众办实事
紧密结合起来袁5 月 26 日袁内乡县农业农村局举行野献爱心保安全冶服务三夏
生产活动启动仪式袁旨在野三夏冶农时季节确保粮食安全及农民增产增收遥
内乡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袁 要求农业部门全体干部职工
要集中时间袁集中精力袁全力做好各项服务曰要认清形势袁提升站位袁进一步
增强服务野三夏冶生产的责任感尧使命感曰要突出重点袁把握关键袁全力服务
野三夏冶生产袁强化执法监管与农机作业跟踪服务曰要强化技术指导服务袁通
过包村联户等形式扎实推进科技指导服务曰要强化信息调度服务袁利用建立
信息共享平台袁确保农业机械有序转移袁提升作业效率曰要强化宣传服务袁营
造全社会关心尧支持三夏生产的良好氛围袁为全力打好三夏攻坚战袁打下坚
实群基础和宽松社会环境袁高质量完成今年野三夏冶生产各项工作任务遥
活动现场袁 农机服务中心专家为农机作业人员进行了小麦机收减损和
安全知识培训袁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为农机作业人员赠送了防暑降温礼
品袁向他们表达了真诚的感谢遥
在仪式上悬挂横幅尧 张贴标语尧 摆放宣传版面 10 多个尧 设立咨询台 4
个尧发放明白卡和技术资料 1000 余份袁发放慰问品 100 多件遥
渊内乡县农业农村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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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2021 年第一季度“逐村
观摩、整乡推进”活动
4 月 30 日上午袁方城县赵河镇组
织镇直部门负责人尧机关同志尧各村党支部书
记 和 部 分 县 镇 人 大 代 表 等 90 余 人 开 展 了
2021 年第一季度污染防治工作野逐村观摩尧整
乡推进冶活动遥
此次观摩活动采取野一看尧二比尧三评尧四
整改冶的方式进行袁结合镇党委尧政府关于党
的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全域治理专项工作的
安排部署袁 重点对各村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情
况和基层基础制度落实情况以及污染防治专
项工作开展以来问题排查尧组织落实尧责任落
实尧 问题整改和村庄周围环境卫生情况进行
实地观摩遥
渊雷小燕冤

携手韩红爱心 全新出发
助力 2021-2023 百人医疗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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