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1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
经表决，通过了核安全法、新修订的中
小企业促进法、国歌法、关于修改法官
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
平分别签署第 73、74、75、76 号主席
令予以公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
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47 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会议成员名单、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会议成员名单。根据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办法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主持。委员长会议建议，委托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
负责主持这两项工作。

会议经表决，任命郭振华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表决通过核安全法、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
法、国歌法、关于修改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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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苏0411民破2-1号

2016年8月29日，申请人常州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以
债务人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
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
2016年9月1日以（2016）苏0411民破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

本院查明：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月14日上午9:30在原常州工学院通
江路校区体育馆（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南路299号）召开。
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523614600
元，债务为660072521.64元，资产已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本院认为：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
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
零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17）营字第35-6

9月3日06:20-16:00停电：10kV粤
海线全线（停电范围：富敬塑胶、依士利照
明电器、粤海置业、明全机械等春江等相
关地段）;

10kV凉山线全线（停电范围：日村电池
科技、太平洋电力设备、常乐物业、捷美耐金属
制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建新线全线（停电范围：江苏艾
维科技、江苏明都超市、普利化工科技、排水
管理处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6:30-16:00停电：10kV罗镇线罗溪
窑上65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江苏立华牧业、
新北区环境卫生管理处、迪迩磁性材料、泛太
平洋航空技术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6:30-18:30停电：10kV化龙线北直
街中间变电所：北直街西变12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天皇堂弄小区部分等北直街等相关地
段）;

08:30-16:00停电：20kV宇虹线全
线（停电范围：星宇车灯等相关地段）;

10kV博成线全线（停电范围：昊博机
械、法联精机、查特深冷工程系统、华骏机械
制造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薛芮线陆家桥A17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奥琳机械电器制造、青峰亿康机
械、天力兰宝科技、飞棱热处理等三井等相
关地段）;

10kV包家线全线（停电范围：江苏华
腾工业技术、霓达精密传动、赛闻(常州)纸
塑包装技术、亚伟铸造厂等三井等相关地
段）;

9月4日05:30-12:30停电：10kV劳
西线劳动西路#6环网柜：电子18幢支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州市质监局和电
子新村部分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05:30-14:30停电：10kV沈家线荆川
路#4环网柜：荆川东园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排水管理处、永红昊御宾馆等永红等相关
地段）;

06:00-16:30停电：10kV钜苓线翔波
机械C1463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信得利塑料
制品、全知电器设备、翔波机械制造、焦溪康利
达建材厂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蔡歧线龙兴浜5218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郑陆镇人民政府(梧岗排涝站)、
郑陆镇人民政府、苏南制冷设备、东南鹏
程化工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东姚线全线（停电范围：旷盛铸造、
锐德医疗科技、梦强有色金属铸造、贝斯特控
制设备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雷诺线全线（停电范围：远达五
金、郑陆镇人民政府、晓春医疗器材、润达
铁合金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6:30-16:00停电：10kV怀德线劳
动西路#10环网柜：怀德线678开关支
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宁公寓、德馨
花园部分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07:30-12:30停电：10kV狄墅线东青
西河A1227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旭日包装、周
杨化工、晨源铸造、广大养殖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9月5日06:30-14:30停电：10kV顾
西线采菱桥西89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河道
湖泊管理处、排水管理处、上药集团常州药业、
常州华科电力建设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06:30-16:00停电：10kV芳茂线黄
家桥5224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东青泡沫
塑料包装、沃德尔电子、亚都纺织厂、经纬
实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常青线帕威尔#1环网柜：常青线
出线1120开关至桑园A1140开关（停电范
围：申浦体育用品、航月纺织机件、江苏朗旭节
能科技、辉航动力科技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永红线荆川669开关至草塘路
#1环网柜：永红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永
红川华副食品商店和荆川里小区、清潭西
村、清潭花苑部分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10kV荆川线荆川路#5环网柜：荆川
线出线1120开关至荣亨逸都02开关（停
电范围：永红街道荆川村民委员会、富羽佳
国际贸易、金太阳冷暖电器工程、荣亨房地
产和荆川东园、清园小区部分等永红等相
关地段）;

9月6日07:00-18:00停电：35kV新
广线。

06:20-16:00停电：10kV滆湖线宏
图路137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凯乐特种
织物、燎源纺织印染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科勒线不二精机135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双强安全标志设施厂、大有电
子、千红生化制药、不二精机等春江等相
关地段）;

10kV乐山线千红B1013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鸿尔达车业、江苏普莱克红梅色
母料、千红生化制药、迪砂(常州)机械等春
江等相关地段）;

10kV乐山线千红B1013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运达新科技研发、安伊达电源
科技、三惠技研、弘盛达电子设备等春江、
三井等相关地段）（临检）;

10kV尚德线全线（停电范围：威宏电
器、常欣投资管理、金新恒基电子设备、天
安涡轮动力机械等三井等相关地段）（临

检）;
06:20-19:00停电：10kV塑化线通

江大道#31环网柜：塑化线1110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江苏长江塑料化工交易市场、
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常州高级中学、天
合国际学校等三井、春江等相关地段）;

06:30-12:30停电：10kV大仓线西
仓街4号环网柜：大仓线出线1150开关至
大仓路1号环网柜：大仓线1110开关（停
电范围：大仓路、小严家村一带等五星等
相关地段）;

06:30-16:30停电：10kV尚品#1线
兰陵路#16环网柜：尚品#1线1120开关
前段，兰陵路#15环网柜：兰陵尚品#1中
I段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九洲福安
物业、时昌房地产和江南经典花园、九洲
新家园、兰陵尚品花园部分等兰陵等相关
地段）。

9月7日06:00-13:30停电：10kV何
家线奔南变至五兴苑#3中02开关至五兴
苑安置区中间变电所：何家线1110开关
（停电范围：中天实验学校、府东大酒店、
奔牛实验小学、奔牛高级中学和奔牛迎宾
花苑、迎宾花园北区部分等奔牛等相关地
段）;

10kV南观线全线（停电范围：科成磁
性材料、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奔牛初级
中学、荣琪粮食机械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九西线南观西B1271开关前段
（停电范围：康乐消防设备制造、常牛机械
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张墅线全线（停电范围：奔牛镇
人民政府、常州市殡仪馆、公共交通集团
公司(奔牛公交枢纽站)、华光建材科技等
奔牛、邹区等相关地段）;

06:20-16:00停电：10kV白荡线广
成路613开关至清南桥南640开关（停电
范围：茂泰投资、常州市地震局、排水管理
处、中房实业和广成路小区部分等永红等
相关地段）;

10kV兰陵线郊区法院698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开元物业、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常州分局等工人新村、水岸人家部分等永
红、兰陵等相关地段）;

10kV迎宾线江南春宾馆612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强声纺织、排水管理处、中
房实业、茂泰投资和江南公寓、江南豪华
花园部分等永红、兰陵等相关地段）;

06:30-16:00停电：10kV尚品#2线
全线（停电范围：九洲福安物业、时昌房地
产和江南经典花园、九洲新家园、兰陵尚
品花园部分等兰陵等相关地段）;

06:30-18:30停电：10kV珠江#1线
珠江东路配电所：御花园#1变1150开关
后段、百老汇现代城一116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御花园业主委员会、现代城业主
委员会和御花园部分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9月8日05:30-17:00停电：10kV岑
北线全线（停电范围：孟河镇人民政府、江
苏德春电力科技、王朝车业、孟河镇滕村
村民委员会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滕村一线全线（停电范围：东亚
玻璃厂、凤翔服饰、本洲机械、思可达塑业
和富民景园、富民景园三期东庭苑部分等
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富园线小河变至富民景园#3中
02开关至富民景园#7中02开关（停电范
围：江苏欣祥物业、孟河镇人民政府、孟河
中医医院和富民景园三期东庭苑、富民花
园二区、富民景园部分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金源一线全线（停电范围：中盛
房地产和映像江南部分等孟河等相关地
段）;

10kV虹桥线全线（停电范围：祥荣粒
子再生加工厂、双峰模具、小河君宾车灯
厂、海沙车辆配件厂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东陆线全线（停电范围：铭诚双
色模塑、华佳模具、欧凯模塑厂、晨光汽车
消声器厂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安定线全线（停电范围：小河余
星车灯厂、宏基车辆配件厂、阳光邮电器
材厂、环球车辆配件厂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齐梁线富强路#2环网柜：齐梁
线出线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君杰车
业、旭日车辆配件厂、福祺电子技术、小河
天乐大酒店和齐梁金府小区、映像江南部
分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卧龙线全线（停电范围：旭亚玻
璃厂、敏瑞精密压铸、新康悦医疗器械、上
五阀门制造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万绥线张西547开关至万绥市
镇443开关（停电范围：江苏浩峰汽车附
件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0kV小河线全线（停电范围：新北区
小河中学、山峰车辆配件、明宇交通器材、
鹏源塑业和美墅园部分等孟河等相关地
段）;

06:20-19:00停电：10kV珠江#2线
珠江东路配电所：御花园#2变125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现代城业主委员会和御
花园部分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06:30-16:00停电：10kV闸东线吕
家塘117开关至华源凯马A1424开关（停
电范围：俊伟模塑制造、荣创自动化装备、

龙晶塑铝门窗厂、排水管理处等新闸等相
关地段）;

10kV皓月线庆丰沈家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赛迪工具、江苏皓月涂料、中
大建设工程、精佳精密模具等新闸等相关
地段）。

9月9日05:20-19:00停电：10kV戚
镇线全线（停电范围：亚美柯宝马电机、中
国电信、合力电器、戚墅堰街道办事处等
雕庄、戚墅堰等相关地段）。

9月10日06:00-13:30停电：10kV
步家线前进步家985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金莎混凝土、理研精工机械、常益建设工
程构件、林洪特钢等新闸等相关地段）;

06:20-16:30停电：10kV汤镇线东
莫村59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新时代电
镀、新都纸箱厂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戴家线全线（停电范围：第一橡
塑设备、大华环宇机械制造、仁博化工设
备、吉利达化工设备厂和兰园小区部分等
罗溪等相关地段）;

10kV同仁线同仁苑#1中01开关前
段（停电范围：南港港口机械、罗溪镇开发
办公室和同心苑部分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9月11日05:30-12:00停电：10kV
新街线五毛63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机
械冶金实业公司和勤业新村、三堡街舫仪
宿舍部分等五星等相关地段）;

06:30-19:00停电：10kV河海线河
海路375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河海中学、
蓝星恒业商贸和兰翔新村部分等河海等
相关地段）;

9月12日06:30-19:00停电：20kV
上院一线香树变至龙业路#4环网柜：上
院一线2110开关至通江大道48号环网
柜：河海路#3柜2110开关（停电范围：源
鑫物业和天誉城市花园部分等三井等相
关地段）;

05:00-11:30停电：10kV环赣线全
线（停电范围：沃玛新能源、法尔林精机、
赛尔克瑞特电气、粤海置业等春江等相关
地段）;

10kV环保线全线（停电范围：邦达诚
科技、三利电器、瑞牡生化实验室器皿、天
晟复合材料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赣江线全线（停电范围：依丝特
纺织服饰、五王电机、通宝照明等春江等
相关地段）;

06:00-17:00停电：10kV庄士线全
线（停电范围：城市建设档案馆、恒生科技
园、青龙街道勤丰泵站、城市防洪工程管
理处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10kV旭荣线横塘河西路#2环网柜：
北塘河东路#4柜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旭荣针织印染、铁路建设处等青龙等
相关地段）;

10kV洪丰线全线（停电范围：红星灯
具制造、三毛纺织集团、红星灯具制造等
青龙等相关地段）;

06:30-16:00停电：10kV德嘉二线
青龙东路C186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德
嘉置业、城市照明管理处等青龙、红梅等
相关地段）;

10kV高士线青龙中学372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德嘉置业等红梅等相关地
段）;

9月13日07:00-19:00停电：35kV
卜煤线、35kV卜弋线。

配变及部分停电：
9月3日07:00-10:00停电：10kV香

江一线的花园30幢配变低压线路停电。
（临检）

9月7日08:00-17:00停电：10kV泉
林线的拉丝厂支线5#杆华利沃支线低压
线路停电。

9月8日09:00-18:00停电：20kV凤
凰一线的天逸城#1中间变电所：天逸城#
3变Ⅰ段2130开关后段停电;

20kV重工线的天逸城#1中间变电所：
天逸城#3变Ⅱ段2230开关后段停电;

08:00-17:00停电：10kV瀛平四线
的26#杆后段低压线路停电。

9月10日06:00-14:00停电：10kV
凯纳线的西新179幢配变低压线路停电。

9 月 11 日 09:00- 15:00 停电：
10kV韶山线的澎溢机械支线低压线路
停电。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微信关注“国
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公众平台，既可了
解自家用电情况（电量电费、缴费记录、
阶梯电使用、实时电量等），更可掌握每
日详尽的停电信息，方便您单位的工作
安排。记得您可同时绑定3个户号，把
家人及多户房产的用电一手掌握。关
注方法：搜索公众账号“国网江苏省电
力公司”或微信号“SGCC-JS”。绑定
请进入户号绑定页面，输入总户号和密
码。初次使用可致电95598重置密码。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
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
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
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
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消，请关注报纸和网站
信息。

据新华社武汉 9 月 1 日电（记者
罗鑫 黎昌政） 9 月 1 日，我国首批第
三代社保卡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发
放，标志着我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
疗费用实现直接结算成为现实。

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是新一代集成
电路（IC）卡，增加了存储生物特征功
能和“一晃而过”的非接触功能，可以
大大方便持卡人用卡，使社会保障卡
的功能更加强大，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国家人社部社保中心副主任黄华
波在现场表示，随着第三代社保卡的逐
步发放，持有第三代社保卡就医者，在
全国所有的省市医保定点医院住院，只
需缴纳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其他
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医院直接结算，
个人不需再垫支全部的医疗费用后，再
回原参保地报销。同时，全国所有省市
参加了医保的人员，在定点医院住院
后，也可以直接结算医疗费用。

我国发放首批第三代社保卡

据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1 日电（记者张继业） 俄罗斯北高
加索地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 1 日发生泥石流灾害，
包括130余名外国游客在内的逾500人被困。新华社记者从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处确认，受困者中没有中国公民。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卡巴尔达－巴
尔卡尔共和国一处山区旅游地 1 日突发泥石流，5 个居民区、
27 个旅游基地受到冲击。逾 500 名被困游客中，有接近一半
在旅游基地，其余人员在旅行路途中。据悉，受困的外国游客
来自法国、英国、韩国等 10 余个国家。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已
组织10余台作业设备在事发地区抢险。

受困者中无中国公民

俄罗斯发生泥石流
500多人被困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 1日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小
企业促进法。这部法律分为十章，共六
十一条，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
茂表示，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增加了很
多具体措施，兼顾市场公平和保护，让
中小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兼顾公平与保护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公平竞争，但
中小企业抗风险的能力较弱，需要一
定保护。

发布会上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占我
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为国家提供了

80％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一方面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激活企业创新积极性，另一方也要更
加注重中小企业的权益保护，给予更多
的扶持。”郭林茂说。

新修订的法律在总则中明确“坚持
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
等，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小型微型
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加强引导、完善服
务、依法规范、保障权益的方针”，并在财
税支持、融资促进、创业扶持等多个方面
明确具体的扶持措施。

注重企业“获得感”

问题导向是这次修法的主要原则之

一。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小企业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着成本高、负担重、融资难
等问题。新修订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和企
业诉求积极回应。

比如，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在本级预
算中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进一
步规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规定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将“重
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和融
资服务体系建设”。

此外，将部分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
上升为法律，如规定“国家实行有利于
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符合
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按照规定实行缓
征、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措
施”。

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明确提
出“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综合运用货币政

策工具，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
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改善小型微型
企业融资环境”。

实践中关于加大中小企业权益保护
的呼声很高，新修订的法律在收款权益、
涉企收费等方面切实保护中小企业合法
权益。在引进人才、减轻负担等方面也
都给予了具体措施。“尽力为中小企业创
造宽松环境，使中小企业有‘获得感’。”
郭林茂说。

加强落实和监督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新修订的法
律强化了中小企业管理部门监督检查职
能，更加注重落实。

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明确提出
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对中小企
业促进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明确了国
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
部门应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中小企
业发展环境评估，并向社会公布。同时，
对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中小企业参加考
核、评比、表彰、培训等活动的行为以及
违法向中小企业收费、罚款、摊派财务等
行为的查处作出了明确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透视新版中小企业促进法三大看点

让中小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记者
王慧慧） 国家主席习近平 1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
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和新兴市场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巴西总统特
梅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深
化中巴传统友谊，推动中巴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10 年来，金砖国家
开辟出一条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
路子，取得了一批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推动金砖国

家经济合作、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
个轮子”一起转，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拉美联

合自强、发展振兴，致力于构建携手发
展的中拉命运共同体。中方对同南方
共同市场合作持积极和开放态度，愿提
升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合作水平。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产
能、电子商务、质检、电力、旅游、卫生、
融资、文化体育等领域共10多项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举行会谈

综合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国
歌是宪法确立的国家重要象征和标
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1 日下
午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17年10月1
日正式施行。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
曲》诞生于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
急关头，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屈不挠、英
勇奋斗的精神。

国歌法规定，为了维护国歌的尊
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
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根

据宪法，制定本法。
国歌法与国旗法、国徽法一道，以国

家立法形式，落实了宪法规定的关于国
家象征和标志的重要制度。这部法律为
保证国歌奏唱和使用的严肃性规范性，
对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奏唱的礼仪规
范，国歌标准曲谱的审定、发布和使用，
以及不得奏唱和播放国歌的场合等，作
出具体规定；要求加强国歌宣传教育，普
及奏唱礼仪知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唱
国歌、爱国歌。

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
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
的尊严。

国歌法规定，奏唱国歌，应当按照本
法附件所载国歌的歌词和曲谱，不得采
取有损国歌尊严的奏唱形式。奏唱国歌

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
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国歌不得用于或
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
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
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

此外，国歌法还明确了下列应当奏
唱国歌的场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开幕、
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会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
闭幕；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
会等；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仪式；各级
机关举行或者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
念仪式等；国家公祭仪式；重大外交活
动；重大体育赛事；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
场合。

国歌法明确，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
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

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
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直以来，国歌奏唱使用总体情况
是比较好的，但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奏
唱国歌不规范、参与者举止不得体等问
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
任武增在1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国歌法针对实际中的突出问题，建
立了一系列制度。这样规定可以使公民
和组织自觉尊重国歌，维护国歌尊严。

据 了 解 ，我 国 分 别 于 1990 年 和
1991 年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法。武增
说，国歌法的制定和施行，有助于提升公
民的国家观念，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
斗。

侮辱国歌或被追究刑责

国歌法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