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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公布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化妆品是满足人们对美的需求的消费品，直接作用
于人体，其质量关系人民群众健康。近年来，我国化
妆品产业迅速发展，市场规模逐年增长，在促进经
济发展、推动消费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对 1989年制
定的《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进行全面修改，制定新
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
例》共 6章 80条，从四个方面对化妆品生产经营活
动及其监督管理予以规范。

一是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完善了化妆
品和化妆品原料的分类管理制度， 简化了注册、备
案流程，鼓励和支持化妆品研究创新，优化企业创
新制度环境。

二是严守质量安全底线。 明确了化妆品注册
人、备案人的主体责任，加强了生产经营全过程管
理和上市后质量安全管控，确立了化妆品和化妆品
原料的安全再评估制度以及问题化妆品召回制度，

进一步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

三是完善监管措施。建立化妆品风险监测和评
价制度，规范执法措施和程序，增加责任约谈、紧急
控制、举报奖励、失信联合惩戒等监管措施，提高监
管的科学性、有效性、规范性。

四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综合运用没
收、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件、市场和行
业禁入等处罚措施打击违法行为，对严重违法单位
的有关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将严重违法者逐出
市场，为守法者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栗战书主持委员长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六十五次委员长会议 28日下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向
会议作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
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宪法法律委根据常委会会议的
审议意见，提出了草案建议表决稿。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常委
会会议审议。

据新华社武汉 6月 29日电（记者 李思
远）受长江中上游强降雨影响，进入三峡水
库的水量持续增多。为腾出一定库容迎接近
期可能到来的洪水， 三峡枢纽于 29日上午
开启两个泄洪孔，加大下泄流量。这是三峡
枢纽今年首次泄洪。

近期长江上游乌江、岷江、沱江有强降
雨。受此影响，三峡水库入库流量 27日下午
开始增长。28日 14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
4 万立方米/秒，是 27 日 14 时的两倍。为应
对此轮来水，长江防总要求将三峡水库下泄
流量上调至日均 3.5万立方米/秒。

目前，长江上游东部、长江中下游自西
北向东南的强降雨过程仍在继续。记者从长
江委水文局获悉，7月 1日至 2日，长江上游
干流附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3日，嘉陵
江上游、汉江上游有大雨，局地暴雨。7月上
中旬，三峡水库可能迎来新一轮洪水。

韩正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记者 赵超）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28日在北京
出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
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
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作出布置。

韩正表示，长江禁捕退捕是一场硬仗，要抓住关
键环节，抓好重点工作，按期保质完成各项任务。要
抓好精准建档立卡这个重要基础， 抓紧进行全面彻
底清查，逐船逐人登记造册，为实施精准退捕提供依
据。 要抓好退捕船网处置这个关键， 确保按时实现
“清船”“清网”“清江”“清湖”，并尽快发放补偿资金，

保障渔民合法权益。 要抓好退捕渔民转产安置和生
计保障这个根本， 多措并举拓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
渠道，积极探索做好退捕渔民社会保障、搬迁安置等
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夯实地方主
体责任，强化督导考核，坚决打赢长江流域禁捕退捕
这场攻坚战。

相比外贸市场暂时的困难，正被不断激活的内需市场展现出广阔回转空间

长三角生意“由外转内”转出新机遇
■本报记者 于量

目前， 不少外贸企业反映海外订单遇冷。

长三角作为国内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企
业投入内需市场这片广阔蓝海寻求新机已成
共识。

脑子活络的长三角生意人从不坐等转机。

国内市场尚有空间，“家门口的生意” 值得一
做。

在长三角，“由外转内”正当时。

国内市场越做越有信心
在浙江海宁，一批外贸企业最近纷纷忙于

“暴改”生产线，转产迎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款式。最直接的改变，当属那些原本做出口
的袜业企业：欧美人普遍脚大，厂家想到的第
一件事就是改变袜子尺码；欧美消费者将袜子
视作消耗品， 国内消费者则讲究舒适和耐用，

于是便有企业专程赴新疆购入 30 多吨优质
棉，“特供”国内市场。

“暴改”的动力源自企业迅速“入门”国内
市场的迫切需求。 这些从未做过内贸生意，甚
至在国内没有一家专卖店的企业，如今不约而
同地选择调头。

4月初，2020海宁出口商品展示展销会在

海宁市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近百家海宁本土优
质外贸出口企业集中参与其中。 海宁方面表
示，举办此次展会旨在帮助当地外贸企业拓展
国内市场，提振企业信心。而在展会之外，当地
又与海宁皮革城签下一整层楼面、为期一年的
场地租赁合同，打造海宁制造（出口）优品馆，

近半数参展企业入驻其中，还有不少错过了展
会的企业也想要“挤”进优品馆。

外贸生意做了这么多年， 难免有惯性。在
不少企业看来，“由外转内”起初只是为了纾解
外贸停滞带来的焦虑。然而做着做着，就做出
了信心，由外转内成为了企业的主动选择。

海宁当地上市企业慕容集团专事家具出
口，多年来内贸生意仅限于熟客之间的外贸尾
单。经此一“疫”，企业发现国内市场的购买力
和对产品的接受度被大大低估。此前并未设置
电商部门的慕容集团，淘宝店购买页面上连商
品图片都不齐全；如今，他们的天猫旗舰店换
上了全新的视觉包装， 还砸下重金请来主播
“带货”。

电商平台积极助力
新型电商平台的积极参与，为外向型企业

转战内需提供了强大助力。

3月 25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上海电商企

业拼多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出“宁波
优品·云购甬行”系列活动。未来一年内，可能
将有超过 15000 家宁波企业参与本次战略活
动，覆盖宁波各优势产业集群，预计带动当地
企业在拼多多平台上的年销售额超过 800 亿
元，实现外贸转内需市场订单超 200亿元。

宁波的三禾厨具拥有 16 年外贸代工经
验，年产超过 2500万口锅具，产品行销欧美等
全球 130 个国家和地区， 在意大利等欧洲市
场，三禾市占率超过 50%。然而，作为双立人、

膳魔师等国际大牌的设计生产商，三禾在自创
品牌、 开拓内需市场方面却始终举步维艰。靠
什么？靠电商平台的技术、数据支持和流量倾
斜，三禾在拼多多上已崭露头角，平台的月销
售额已经稳定在 300万元，这段时间规避了海
外订单不确定的风险，电商旗舰店销量大增。

除了宁波，浙江台州、安徽砀山、江苏睢宁
等地都已主动出击，政府牵头，带着一批企业
和电商平台达成合作， 借助平台流量优势，直
面海量的国内消费群体，迅速打开国内市场。

消费回暖给人底气
当下，内需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正被迅速

激发，这让一批长三角企业“由外转内”更有底
气。

5月 4日 20时，上海“五五购物节”启动。

短短 4分钟后，上海地区消费支付实时金额已
突破 1 亿元。次日 14 时 12 分，这一数字突破
100亿元，前后耗时仅 18小时 12分钟。在这一
轮消费热潮中，有的实体商家闹起了“纸荒”：

原本准备用一个礼拜的小票打印纸，一个晚上
就用光了。

不仅是上海，长三角各地消费市场同样火
爆。五一假期，安徽的夜经济活跃起来：支付宝
的数据显示，假期合肥夜经济活跃度恢复至去
年同期的 90%，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两成；江苏
省文旅厅的数据则显示，5月 1日至 5日，全省
接待游客总人数 806.15万人次，恢复到去年同
期的 37.6%；实现旅游总收入 47.66亿元，恢复
到去年同期的 26.3%。

消费券也成为刺激消费的重要推手。在浙
江杭州，消费券累计拉动金额已超过 50亿元。

其中，五一假期杭州消费券核销金额超过 6000

万元，直接拉动消费金额超过 10亿元，杠杆撬
动比例超过 1：15。

这些数字提示着长三角地区巨大的消费
潜力。相比外贸市场暂时的困难，正被不断激
活的内需市场展现出了广阔的回转空间。“由
外转内”是新尝试、新路径和新机遇，为经济回
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大湾区将试点“跨境理财通”

本报讯（记者 张杨）国内个人跨境投资便
利化再获突破。6月 29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
金融管理局、 澳门金融管理局发布联合公告，

决定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
试点，正式启动时间和实施细则将另行规定。

“跨境理财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
跨境投资粤港澳大湾区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按照购买主体身份可分为“南向通”和“北向
通”。“南向通” 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
在港澳银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港澳地区银行
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北向通”指港澳地区
居民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简称内地
银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合
资格理财产品。

“跨境理财通”遵循三地个人理财产品管
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尊重国际惯例做法。

“北向通”和“南向通”投资者资格条件、投资方
式、投资产品范围、投资者权益保护和纠纷处
理等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

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澳门金管局商议确
定。“北向通”和“南向通”业务资金通过账户一
一绑定实现闭环汇划和封闭管理，使用范围仅
限于购买合资格的投资产品。资金汇划使用人
民币跨境结算， 资金兑换在离岸市场完成。对
“北向通”和“南向通”跨境资金流动实行总额
度和单个投资者额度管理，总额度通过宏观审
慎系数动态调节。

监管方面，港澳与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将各
自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双方以保障投资者
利益为目的，在“跨境理财通”下建立有效机
制，按属地管理原则及时应对出现的违法违规
行为。港澳与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将签订监管合
作备忘录，建立健全监管合作安排和联络协商
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建立公平交易秩序。

公告发布后， 香港金融界对此表示欢迎，

将为“跨境理财通”顺利实施提供全面支持，尽
快推出相关产品及服务。金融界认为，此举是
大湾区内资本流动的一大突破，将巩固香港国
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

5月份国企利润环比增逾两倍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 申铖）财

政部 29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 全国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环比增长 251.1%，恢
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 94.5%。

营业总收入方面，5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
收入环比增长 4%， 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
98.6%。

从前 5个月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营业总
收入达 218388.1亿元，同比下降 7.7%；利润总
额达 6630.9 亿元，同比下降 52.7%；税后净利
润达 3981.6 亿元，同比下降 61.6%。相较于前
4个月， 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同比降幅
收窄。

对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美方人员

中方决定实施签证限制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记者 温馨）针对美

国国会参议院日前审议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和有关
涉港决议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9日说，无论乱
港分裂势力如何叫嚣、无论外部反华势力如何施压，

都阻挡不了中方推进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心和行动。

他们的图谋必将失败，有关议案也是废纸一张。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会参议
院不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审议通过有关涉港消极
议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安立法，严重干涉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 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停止以任何方
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不得审议推进和实施
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更不得以此为由对中方进行所
谓制裁，否则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和反制措
施。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记者 温馨）就美方
日前宣布对中方有关涉港官员等实施签证限制，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9日说，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
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
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国家安全
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对此无权干涉。

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
法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 7月起———

海南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 10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 申

铖）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29 日发布
公告称，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海南离岛旅
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 10 万元，

不限次数。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经国务院同意，三部门发布了
《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

离岛免税政策是指对乘飞机、 火车、轮
船离岛（不包括离境）旅客实行限值、限量、

限品种免进口税购物，在实施离岛免税政策
的免税商店内或经批准的网上销售窗口付

款，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指定区域提货离
岛的税收优惠政策。

据财政部关税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将
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 3万元提高至 10万
元之外，此次发布的公告还扩大了免税商品种
类， 增加电子消费产品等 7 类消费者青睐商
品。 此外， 取消单件商品 8000元免税限额规
定，以额度管理为主，大幅减少单次购买数量
限制的商品种类，仅限定化妆品、手机和酒类
商品的单次购买数量。

公告明确，具有免税品经销资格的经营主

体可按规定参与海南离岛免税经营。已经购买
的离岛免税商品属于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
商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

我国自 2011年 4月开始试行离岛旅客免
税购物政策以来，总体运行情况良好。据统计，

截至 2019 年底，累计购物 1631 万人次，免税
销售额 538亿元。“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将大
幅改善消费者购物体验，释放政策红利，提升
群众获得感， 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增强各界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信心。”这位
负责人表示。

新发地人员集中隔离延长 14天
北京完成外卖、快递等人员核酸检测采样 118万人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 邰思
聪）记者 29日从北京市了解到，28日下午召
开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第七十二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
联控协调机制第三十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在
认真评估基础上，视情分类延长新发地批发
市场相关人员医学观察时间。

在 29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了新发地市场相关
人员解除隔离观察程序和处置策略。

庞星火介绍， 目前新发地市场相关人
员主要包括新发地市场封控前集中隔离的
人员， 以及 5 月 30 日至 6 月 13 日市场封
控前访问过新发地市场牛羊肉综合交易大
厅、访问过新发地市场其他区域人员，新发
地市场周边封闭小区、 目前采取居家隔离
的人员。 截至 6 月 27 日核酸检测结果显
示，上述人群风险度有所不同。总体上看，

牛羊肉综合交易大厅从业人员风险最高，

其次为到访者和新发地市场其他区域接触人
员。

其中的集中隔离观察人员， 观察期满 14

天进行核酸检测，若出现阳性，按照现行工作
规范要求进行处置；检测阴性者再观察 14天，

经检测仍为阴性解除观察，返回社区。对上述
隔离期人员每日进行发热、干咳、乏力、咽痛、

鼻塞、流涕、腹泻、嗅觉味觉异常等相关症状监
测，有症状者立即送往所在地区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排查。

实行封控管理的小区中，经营者乐园居民
自最后一例确诊病例的环境消杀完成日算起，

继续居家医学观察 14天， 经核酸检测阴性后
解除管控。 其他 11个小区内未出现病例的小
区整体解封，所有解除观察人员须开展自身健
康监测。若后续出现病例，按现行防控要求执
行。

其他 11个小区内出现病例的小区， 病例
所在单元继续实行封闭管控，其他单元解封。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 盖博

铭）29日下午， 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陈言楷介绍， 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

北京推动农贸市场、餐饮食堂、商超、外卖、快
递、美发美容等行业所有从业人员开展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已完成采样 118万人。

陈言楷介绍，6月 15日以来， 北京共摸排
15.7 万家市场经营主体， 包括 319 家农贸市
场，8.2 万家餐饮食堂，商超、便利店、菜店等
5.9万家以及 1.6万家美发美容店。 截至目前，

10.6 万家已开业场所每日均按照消毒指引要
求规范完成环境消杀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 王琳
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9日通报，6月 28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2例， 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5例（四川 3例，辽宁 1例，上海 1

例），本土病例 7例（均在北京）；无新增死亡病
例；新增疑似病例 4例，均为本土病例（均在北
京）。

6月 29日，三峡枢纽开启泄洪孔泄洪（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舟山连岛工程节点性工程
舟岱大桥主通航孔桥合龙

新华社杭州 6月 29日电 （记者 魏一骏）

29日，连接浙江舟山本岛和岱山岛的舟岱大桥
主通航孔桥顺利合龙，舟山灰鳖洋海面，三座
180米高的主塔成功“牵手”，标志着距全桥贯
通又近了一步。

“舟岱大桥全长 28公里，是连接舟山本岛
与岱山岛的唯一海上通道，建成后将结束岱山
‘孤悬海上’的时代。”浙江省交通集团宁波舟
山港主通道项目常务副总指挥吴波明说，主通
航孔桥是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

全长 1630米，主跨 2×550米，是在综合考虑船
舶通航、航空限高及建造成本等多重要素下的
最合理设计方案。

据介绍，舟岱大桥主通航孔桥于 2017年 9

月开建，桥面由 113 片钢箱梁拼焊而成，总重
量约为 27800吨， 桥下通航孔可容纳 10万吨
级油船航行，为宁波舟山港区海上大型运输船
舶提供了良好通行条件。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建成后将与甬舟
高速相连，使舟山连岛工程总建设里程达到 83

公里，跨越 8 个岛屿，拥有 10 座大桥。该项目
远期规划向北连接上海，届时将对完善地区综
合交通网络、支撑国家产业布局规划、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枢纽今年首次泄洪
7月上中旬或迎来新一轮洪水

企业用电降价延长至年底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

29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阶段性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推动降低企业
生产经营成本。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通知明确，自 2020年 7

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延续阶段性降低除高耗
能行业用户外的， 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电价、

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用电成本政策。电网企业在
计收上述电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费
时，统一延续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结算。

通知强调，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
形势下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对保就业保民
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性，确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
传导到终端用户，增加企业获得感。电网企业要积
极主动向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尽快将政策执行
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