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在公共场所遇到他
人突发急病倒地 ， 却因找不到急救设
备无法有效施救而眼睁睁看着生命逝
去……积极创造及时救治的条件 ，成
为公众期盼 。 23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次审议的
基 本 医 疗 卫 生 与 健 康 促 进 法 草 案 明
确 ， 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

的急救设备、设施。
草案四审稿还规定，国家建立健全

院前急救体系，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及
时、规范、有效的急救服务。 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 、红十字会等有关部门 、组织应
当积极开展急救培训， 普及急救知识，
鼓励医疗卫生人员、经过急救培训的人
员积极参与公共场所急救服务。

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本地市场的高消费能力、蓬
勃发展的旅游业……

广东酒店数量
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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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环日食”后日上演
我国全境可观日偏食
本月 26 日天宇将上演壮观

的日环食天象。 天文专家表示，
本次日环食发生期间 ， 我国全
境都可以观测到日偏食 ， 且越
往南食分 （月亮遮住太阳直径
的比例）越大。

日环食发生时，天空中的太
阳变成了一个圆环 ， 金光灿灿
犹如一只“金指环”。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环
食带从中东地区开始，经印度南
端 、斯里兰卡 ，进入东南亚的印
度尼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
国，最后结束于西太平洋上。 “10
时 56 分左右月亮半影进入我国
西藏阿里地区，而后月亮半影向
东北上扫过中国全境，我国均可
看到不同程度的日偏食 。 15 时
37 分后月亮半影由海南省离开
我国 ，对我国来说 ，可见日食时
间历时 4 个多小时。 ”

明年底所有地级市
力争实现5G网络覆盖

记者从 23 日于北京召开的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获悉 ，我国将稳步推进 5G 网络
建设 ，深化共建共享 ，力争 2020
年底实现全国所 有 地 级 市 5G
网络覆盖。 同时，优化提升网络
供给质量 ，深化电信普遍服务 ，
继续做好网络提速降费 ， 在扶
贫助残领域实施精准降费。

教育部：

校外培训机构
应明确四条“红线”

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全国
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上 ， 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校外教育与培训监
管处处长徐攀表示 ， 校外培训
机构应明确四条规则 “红线 ”，
一是要坚决转变应试导向 ，“不
要再搞超前超标培训和应试教
学的老一套 ， 加重学生课外负
担 ”。 二是要规范收费退费行
为。 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培训机
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3 个月
的费用 。 三是严禁将校外培训
与招生入学挂钩 ，“这是一条红
线 ，也是一道底线 ”。 四是线上
培训机构要抓紧做好备案。

据新华社电 7 编加附则、84 章、
1260 条， 每一条都与你我息息相关
……23 日开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 一本本厚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摆放
在与会人员面前。 这也是民法典各分
编草案与 2017 年制定的民法总则“合
体”后，首次以完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
的形式亮相。

民法是法律体系这座“大厦”最重
要的支柱之一。 我国的民法典编纂工
作采取“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
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修
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
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据悉，2018 年 8 月以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第七次、 第十
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
议分别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审
议。 目前，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人格
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
编等六个分编草案已经全部完成了二
审，其中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侵权
责任编三个分编草案完成了三审。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各次审议后，

广泛征求各界意见。 近日，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各方意见对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将
民法总则编入草案，重新编排条文序
号，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这本民法典草案中， 总则编草案
基本保持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不
变， 物权编草案完善了居住权制度等
有关规定， 合同编草案明确提出禁止
高利放贷， 人格权编草案完善了防止
性骚扰有关规定， 婚姻家庭编草案进
一步明确近亲属范围等， 侵权责任编
草案完善了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规则。

据介绍， 按照民法典编纂工作计
划， 民法典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将草案提请明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

“草案‘合体’，标志着民法典编纂
已进入收官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院长王轶说，“一部回应时代之问的
民法典， 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的又一重要里程
碑， 必将有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

“完整版”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习近平分别会见韩日领导人
●中韩应深化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中日关系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坚持以全球大视野思考和谋划两国关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明年要着力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
蒙徽 23 日表示 ，2020 年要着力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 保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长期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 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 ， 不把房地产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 继续稳
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长效机制方案 ， 着力建立和
完善房地产调控的体制机制。

荩高利贷套路多，咋治理？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

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荩性骚扰难治理，咋解决？
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

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
扰，明确了这些单位防止性骚扰责任。

荩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咋撤销？
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规定，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

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荩防止高空抛物坠物，
谁负责？

民法典草案侵权责
任编规定， 物业服务企
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

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
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
物情形的发生。

首届广东渔业种业博览会开幕

广东“名鱼”汇集
等你 品味

详见 A2� �

李希马兴瑞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发红头文件，搞数量排名，与考核
挂钩……

ETC的“好经”念歪了
“运动式”摊派遭诟病

孙小果为何被判死刑？
云南高院：其主观恶性极深、人身

危险性极大、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属于
罪行严重、罪大恶极

详见 A3

拟设巡游出租车重点监管区域

广州南站等11个站场
划上落客临时停靠点

详见 A4

明年 1 月 22 日开门迎客

广州迎春花市
将不设传统餐饮档位

详见 A6

恒大球场落户
广州南站地区

提前送高中“学霸”
到高校实验室学习
广州中学生“英才计划”科技特训

营背后大咖云集

详见 A8

深圳外卖小哥等
将有“驾驶证”

累计违法记 12 分将纳入黑名单，
民生行业禁止入职

详见 A9

南海九江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表演抛网等传统渔业技艺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公共场所应该配备
必要急救设备设施 将写入法律

相关报道
见 A3

看 点

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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