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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追求“上档次”，用餐
“只点贵的，不选对的”；剩饭
剩菜不打包；自助餐消费时超
量取餐，“把花出去的钱吃回
来”……这些浪费行为被全国
人大常委会珍惜粮食、反对浪
费专题调研组“点名”了。

在12月23日举行的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武维华作珍惜粮食、反
对浪费情况的调研报告，分析
了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粮
食损失浪费情况，并提出具体
对策建议，指出：解决餐饮浪
费问题，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共
同关注，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
施，逐步树立并践行绿色消费
模式和生活方式。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政府
部门进一步加强公务活动管
控，继续对公务消费保持高压
态势，严格公务接待、会议、培
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以公
务用餐引领社会消费文明；探
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不同
类型企业餐厨垃圾日产生量
实行监测计量，按量实行阶梯

收费；支持餐饮服务单位充分
利用中央厨房，加快主食配送
中心和冷链配套系统建设，鼓
励餐饮加工工业化和产品生
产标准化。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餐饮
服务单位要科学合理设计宴
席和菜单， 调整菜品数量、分
量，主动提供“小份”“半份”等
人性化、合理化服务；要完善
精细化管理措施，利用信息化
手段预测就餐人数，实施动态
管理； 要引导消费者适量点
餐、理性消费，对消费者履行
提醒义务，对于明显超量的需
求及时提醒，对节约的消费者
给予适当奖励；建立健全餐饮
质量反馈制度，减少因饭菜质
量、 口味因素导致的食物浪
费。

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餐
饮消费理念。在家中形成不挑
食、不剩饭、自觉抵制铺张浪
费的良好习惯；在外就餐做到
科学饮食、适度点餐、节俭就
餐，积极参与“光盘行动”，抵
制食物浪费。

■据新华社

本报12月23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第
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中
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省
委书记许达哲主持集体学习时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强
化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 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提
升编制资源使用效益，提高机构编
制管理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水
平，更好服务全省各项事业发展需
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毛伟明，省
政协主席李微微参加学习。

省领导乌兰、黄兰香、王少峰、
谢建辉、张剑飞、张宏森、李殿勋、
姚来英等参加学习。

中央编办政策法规局局长伏
宁作专题辅导报告， 系统阐述了

《条例》的出台背景、制定过程、重
大意义、 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并
就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许达哲在主持时指出，《条
例》 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
作的重要论述，是加强党对机构编
制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成果，
是贯彻落实党管机构编制原则的
重要保障，为做好新时代机构编制
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许达哲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贯彻《条例》的自觉性
坚定性。要抓好制度执行，坚定推
动机构编制法定化。将《条例》确定
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落实到工作程
序运转上， 贯彻到具体事项办理
上；深入落实请示报告制度，扎实
推动各部门党组 (党委) 向本级编

委、各级编委向上一级编委报告机
构编制工作；全面贯彻专项办理要
求，严格执行机构编制“一支笔”审
批；坚决制止“条条干预”行为，严
禁通过项目资金分配、 督查考核、
评比表彰、达标验收等方式干预机
构设置、 职能配置和编制配备；以
《条例》贯彻落实为抓手，健全机构
编制法规制度、 强化依法依规管
理，确保机构编制工作有章可循、规
范有序、 科学有效。 要强化主体责
任，着力维护机构编制刚性约束。压
实党委(党组)书记学习贯彻《条例》
的第一责任人责任， 建立健全相互
配套协调的约束机制， 织密监督网
格、形成监督合力，加大机构编制执
规力度， 真正让机构编制纪律“带
电”运行、高压运行、常态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
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后勤
条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按照“军委管总、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重
塑军队后勤体系，理顺后勤保
障关系， 健全后勤工作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军队后勤工作、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提供
重要遵循，为有效履行新时代
军队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条例》分总则、后勤保障
体制、 军事行动后勤保障、日
常后勤保障、 后勤战备与训

练、 后勤建设、 后勤管理、附
则，共8章40条，是后勤领域的
主干法规。《条例》适应战争形态
发展和使命任务拓展， 进一步
理顺后勤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
系的制度机制， 规范新的后勤
保障指挥和保障关系， 创新提
出后勤保障方式方法， 规范保
障行动组织实施，着力提高后
勤战备水平和保障打赢能力。
《条例》 着眼推进后勤标准化
集约化社会化，对构建军队现
代资产管理体系、现代军事物
流体系的建设内容、任务分工、
目标要求进行规范， 调整完善
后勤保障、 建设与管理等相关
制度设计， 以制度创新固化改
革成果， 推动改革成效向战斗
力保障力转化。 ■据新华社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后勤条例》

着力提高后勤战备水平和保障打赢能力

本报12月23日讯 近日，省
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强化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为着力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简称《意
见》），要求全省法院充分发挥知
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全面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

《意见》明确，全省法院知
识产权审判工作要准确适用侵
权损害赔偿方式，显著提高侵权
成本。努力建立与知识产权市场
价值相适应的侵权损害赔偿制
度，明确侵权人公开发布的经营
信息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
依据。侵权行为造成权利人重大
损失或侵权人获利巨大的,人
民法院可以接近或达到最高
限额确定法定赔偿数额。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李果

2014年，杨木港村被划分为省
级贫困村。 为了打造让群众舒心、
宜居的美丽“新家园”，龙冬华争取
资金修路，与县扶贫办对接、选址
建成光伏发电站，帮扶贫困户的发
展，并引进株洲浩特强林业科技有
限公司打造万亩油茶基地，带动贫
困户增收。

之前杨木港村道路年久失修，
损毁严重，村民自产鸡、鸭、蔬菜等
农产品需要绕远路销售。 为此，龙
冬华积极向各方争取项目及资金，
修好了烂尾工程五塔桥，并硬化了
20多公里的道路，让杨木港村出行
畅通。

“不仅路通了，桥修好了，我们
村民现在每年都还能在光伏发电站
和‘浩特强’分红。特别是在油茶苗

种植、 采摘的时候会优先安排我们
务工。”如今，杨木港村里的贫困户
谈起这两个产业，个个赞不绝口。

杨木港村的光伏发电站2016
年建成，是龙冬华亲自与县扶贫办
对接、 选址的项目。60千伏的光伏
电站， 每年可带来发电收入约5万
元，村里除了拿出盈利的20%用于
日常维护外，其他80%全部用于贫
困户分红。

株洲浩特强林业科技有限公
司计划打造的万亩油茶基地，现在
已开发种植8000余亩，规划了油茶
+休闲、观光、采摘、养殖等1+N的
发展思路。目前吸纳固定劳动力1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人。

2016年，杨木港村实现脱贫摘
帽。 ■记者 丁鹏志

权威报告列出“反食品浪费指南”
建议对企业餐厨垃圾按量实行阶梯收费
餐饮服务单位要主动提供“小份”“半份”等服务

链接

报告指出，我国餐饮浪费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目
前， 我国餐饮企业已达670万家，2019年营业收入高
达4.6万亿元，餐饮浪费日益严重。

调查问卷显示，75.1%的受访者认为消费环节浪
费最严重， 认为商务宴请 （42.1%）、 公款消费
（26.7%）、学校食堂用餐（14.3%）和亲朋聚餐（11.9%）
是餐饮浪费主要场景。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研
指出， 城乡婚宴酒席浪费40%以上， 出生宴等各类
“事件性宴聚” 浪费30%左右， 商务宴请浪费30%至
40%，朋友聚餐浪费40%左右。

消费环节是这样浪费粮食的

在厂房组装完毕的时
速350公里高速货运动车
组。12月23日，时速350公
里高速货运动车组在中车
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正
式下线， 未来将在全球首
次实现时速350公里高铁
货物快运， 显著提升我国
轨道交通装备的自主创新
水平。 新华社 图

高速货运动车
时速350公里

许达哲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强调

严格执行机构编制“一支笔”审批

龙冬华，株洲市攸县人大代表、杨木港村支书。人物
档案

龙冬华：打造舒心、宜居美丽“新家园” 省高院印发意见
全面提升知识
产权保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