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拖了三年未完工 孙子兵法城唱起空城计
《问政山东》曝光滨州学校建设搁置、景区维护不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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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
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我国
法律已作了哪些规定？就加强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立法工作，目前有哪
些举措，下一步有什么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
室一级巡视员张桂龙介绍，按照“要加
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
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
要求，抓紧研究提出立法工作方案，决
定成立工作专班开展相关工作。

张桂龙介绍，宪法第十四条第
二款明确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农业法第三十六条中也规定，
国家提倡珍惜和节约粮食。习近平
总书记早在2013年年初就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号
召“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中办、国办2014年专门印发《关
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
今年制定的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第五百零
九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
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
环境和破坏生态。

此外，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已将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
列为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
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有
关方面正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张桂龙表示，总的来看，目前我国
现行法律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制止浪费
行为的原则规定和要求，但比较分散，
系统性、针对性、集成性还不够强。

下一步，法工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积极就加强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
法问题认真研究、深入论证，通过多
种立法、决定等形式，对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在粮食
安全保障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定修
改中分别作出有针对性规定。在粮
食生产、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消
费等各个环节强化管理，有效减少
损失浪费；特别是在餐饮消费环节，
积极倡导合理、健康的饮食文化，建
立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长效机制。

制止餐饮浪费将有法可依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专班开展立法工作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13日消息 嫦娥
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
车分别于8月13日14时54分和8
月12日20时34分结束月夜休
眠，受光照自主唤醒，进入第21
月昼工作期。两器工况正常，能
量平衡，继续月球背面的探索
之旅。

根据全景相机拼接影像、
DOM影像等数据，“玉兔二号”
月球车在本月昼工作期，将向
当前探测点西北方向玄武岩或
反射率较高的撞击坑区域行
驶。届时全景相机、红外成像光
谱仪、中心原子探测仪将开机
探测，行驶过程中测月雷达开
展同步探测。

此外，“玉兔二号”月球车
计划在两个撞击坑交界处(退
化撞击坑边缘)的地势较高区
域择机开展全景环拍。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

探测器成功踏上月球背面。嫦
娥四号任务创造了多个世界第
一：第一次实现人类探测器月
球背面着陆和巡视探测；第一

次利用运行在地-月拉格朗日
L2点的中继通信卫星，实现月
球背面与地球的连续可靠中继
通信；第一次在月球背面开展

月球科学探测和低频射电天文
观测，填补了世界月球科学探
测领域多项空白。

据中新社

迎来第21月昼

“玉兔二号”将开展全景环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张泰来

滨州实验学校西校区
推迟三年未完工

节目重点关注了延期三年
仍未完工的滨州实验学校新校
区项目，这是滨州市重点民生工
程，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2016年
11月开始建设，原计划2017年9月
完工交付使用。但直到目前，也
只建好了小学部3栋教学楼，初中
部的两栋教学楼、餐厅、学生宿
舍等只完成了主体结构。2019年9
月入学的初一学生只能占用小
学部的教学楼上课。因为学校南
北两个操场还没建成，学生们只
能在学校的柏油路面上上体育
课。

对这个问题，滨州教育局局
长刘春国说，学生在马路上活
动，既不健康也不安全。滨州市
市长宇向东表示，对孩子们有亏
欠。宇向东说，他已会同有关部
门现场办公，立了军令状，明确8
月底南操场完工。9月1日学生开
学后要在操场上体育课，9月底北
操场完工。10月底师生食堂完
工，12月15日全部工程完工。

滨南支沟水体黑臭
河道清洁只能靠雨水冲刷

节目还提到，7月 2 8日上
午，省政府发布2020年上半年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在水
环境质量指数排名中，滨州市
排在后三位。8月3日和4日，问
政记者在滨州市滨城区采访，
发现部分河道依旧存在黑臭问
题，河道清洁只能靠雨水冲刷。
滨州市市长宇向东表示，滨南
支沟已经列入市里和滨城区的
黑臭水体改造计划。在汛期之
前这里就搞了截污纳管、泵站
提升，汛期后暂停。8月底，滨州
将继续进行治理，计划11月底

前把黑臭水体治理好。

孙子兵法城
唱起“空城计”

节目还关注了滨州文化旅
游问题。调查发现，当地重点打
造的孙子兵法城景区唱起了“空
城计”。

孙子兵法城位于惠民县城
西北，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鲁
北最大的文化旅游景区。7月31
日，问政记者来到景区。2018年
原滨州市物价局曾发文，孙子兵
法城景点门票由每人50元降为40
元，但文件下发两年了，门票价
格还没降。

问政记者进入景区，看到多
个地方都出现了破损，园区里的
水塘要么干涸，要么发臭。仿秦
汉式建筑是景区的特色，但很多

建筑屋顶长出了小树苗。
7月31日和8月5日，问政记者

先后两次来到孙子兵法城，发现
游客寥寥无几。

为了促进孙子故里旅游业
的发展，2019年7月，当地在汽
车站专门建了游客集散中心，
不到一年时间，集散中心只剩
下了“空架子”，连基本的地接
交通换乘等服务也实现不了。

节目现场连线惠民县县长
刘卫忠，他表示节目后马上把
价格调整到适当范围。滨州市
市长宇向东说，这是“扛着金字
招牌，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节
目后要立即全面整改，而且要举
一反三，搞好顶层设计，要全方
位、全链条、全业态来搞好规划
设计。要利用现代技术，把枯燥
的孙子兵法变成一个个兵法故
事，让人流连忘返。

北京新发地复市
取消零售功能

8月13日16时，北京市召开疫
情防控第164场例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复市
安排。丰台区常务副区长周新春
在发布会上介绍，新发地市场全
面取消零售功能，不再向个人消
费者开放，坚持批发属性。

新发地建立完成市场智能管
理系统，通过实名认证方式，推行

“卖方注册制，买方会员制”，买卖
双方在“北京新发地”或“新发地”
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注册，通过验
证后方可进入市场交易。

周新春表示，在市场外新
设 1 0 0 0平方米的便民菜市场，
减少中间环节，严格控制农产
品价格，已于7月31日对外正式营
业。同步推动新发地所属77家便
民菜店、164辆社区蔬菜直通车全
面复市。

据新华社

浙江回应满分作文争议：

停止陈建新
参加高考评卷工作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13日发布
浙江高考作文评卷相关情况的通
报，停止语文评卷组作文组组长
陈建新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工作
(含高考评卷等)。

日前，网上流传今年浙江高
考评卷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及
专家点评，引发网民热议。经调查，
今年语文评卷组高考作文的成绩
评定过程符合评卷工作规范。但作
为语文评卷组作文组组长的陈建
新在评卷结束后，未经允许擅自
泄露考生作文答卷及评卷细节，
严重违反了评卷工作纪律。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经研究决
定：停止陈建新参加国家教育考
试工作(含高考评卷等)。对网民
反映的其个人其他相关问题，有
关部门正在调查核实。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表示，评
卷工作是高考招生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和千
家万户切身利益，对于各类违规
行为，一经查实，必将依规依纪严
肃处理，确保考试招生公平公正。

据新华社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直播分会：

坚决禁止铺张浪费直播行为

8月13日，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
播)分会在其微信公众号
发布消息称，各会员企
业要进一步加强直播内
容管理，特别是要重点
关注以美食类为主要内
容的直播，加强引导树
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
坚决禁止在直播中出现
假吃、催吐、猎奇、宣扬
量大多吃、暴饮暴食，及
其他铺张浪费的直播行
为。

前述消息同时提醒
广大美食类主播，追求刺
激、过度娱乐、博取眼球、
舌尖浪费等行为不可取。
推荐美食、分享快乐、适
度适量方能行稳致远。

斗鱼、抖音、快手等

多家网络直播平台此前
也对以美食类为主要内
容的直播作出相应提示。
8月12日，直播平台斗鱼
回应称，将积极响应中央
相关号召，加强对之后的
美食类直播内容审核，杜
绝餐饮浪费行为，共创风
清气朗的直播氛围。

13日，抖音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浪费粮食的行
为，一经发现，平台将在第
一时间进行处罚。呼吁广
大用户珍惜粮食，当用户
搜索“吃播”“大胃王”等关
键词时，将提示用户“拒绝
浪费，合理饮食”。

在快手、小红书、B
站相关显示页，亦有“珍
惜粮食”等告示。

据新华社

“玉兔二号”月球车拍摄的月球背面图片。 中国探月工程供图

8月13日晚，《问政山东》直播，本
期接受问政的是滨州市政府。滨州实
验学校西校区推迟三年未完工、孙子
兵法城唱起“空城计”等问题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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