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2—6—2 星期四

本版责编/张冬元 盛文鹏 编审/汪宏斌

国 际 时 讯

国内·国际

2022 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备考
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面对复杂严峻
的疫情形势，如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高考保障工作，力保考生“应考尽
考”“一个不落”？怎样加强人防、物
防、技防，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安全？
各地为“护航”高考纷纷亮出高招。

北京：加强心理疏导 封控
区一人一考场

北京今年高考报名考生共 5.4 万
人，截至 5 月 29 日，处于封控、管控
状态的考生约 3400 人，考前多数考生
能解封，对新的封管控情况将及时动
态调整。

分类做好涉疫考生的考试组织工
作，确保考生“一个都不能少”。北京
对封管控区的考生，将在符合条件的
宾馆酒店或具备食宿条件的学校考点
参加考试。考试前一天，安排专车将
此类考生闭环转运至封管控考点；考
试期间，考点将为考生提供“吃住行
考”一体化的考试保障。封控区考生
实行一人一考场，管控区考生可多人
一考场，考位间距不小于2米，来自不
同管控区的考生安排在不同考场。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处于集中医
学观察期的考生，使用集中医学观察
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的考场。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介
绍，每个考点均配有生活服务、学业
指导、心理咨询等老师，能随时与考
生沟通联系，在符合防疫要求的前提

下，帮助解决考试期间各类问题、需
求。班主任、任课老师在非考试时间
段也会和考生保持联系，做好学业指
导和心理疏导。

广东：抓实抓细 贴心关怀

广东优化考生服务、加强协同配
合，在交通出行、卫生防疫、噪音治
理、防暑降温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

记者在江门市多个考点看到，考
场已按考试要求布置完毕，教室门口
配备了免洗洗手液、电子体温枪等防
疫用品。在恩平市第一中学高考考
点，老师们对即将用于考场上防作弊
的人脸识别平板电脑和金属探测仪进
行检查，确保考场设备正常使用。

汕头市按下“静音”键，6 月 1 日
至 28 日高考等考试期间，对公共服务
场所超标排放噪声、商业经营活动中
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等做出禁止规定。

珠海市启动高考爱心车队公益活
动，集结200辆出租车，为高考考生提
供免费车辆接送服务。考生可预约报
名，由工作人员配对、确认，落实每
位考生的送考车辆。届时交警将为爱
心车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送考车辆
及时、安全抵达考场。

四川：制定特殊情况应急处
置办法 建滞留考生台账

目前四川省内各考点所在区域均
为低风险地区，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提前谋划部署，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新制定特殊情况应急处置办法，针对
全域封控、考试前及考试期间突发疫
情等极端情况，设定7种涉疫特殊考生
和5种不同类型考点考场，分类制定具
体组考要求。

针对不同考生，制定个性化方
案，分类细致做好服务工作。对滞留
省外的四川考生及滞留四川的外省考
生，四川组建滞留考生摸排工作专
班，市、县两级招生考试机构建立摸
排工作微信群，“一对一”开展服务工
作。同时建立全省滞留外省考生工作
台账，逐一落实滞留考生的详细地
址、健康情况、联系方式、管控措施
以及返程安排等信息。对残疾考生等
特殊群体开展摸排，对确需提供合理
便利的考生，针对性地采取延长考试
时间等举措照顾到位。

吉林：依法治考 加强考生
体温监测

“高考期间取消堂食，采用盒饭的
方式就餐，工作人员领取盒饭后，回
到指定位置自行用餐，避免面对面就
餐。”这是吉林制作的图文版防疫手册
中的内容，已发到每名考生和工作人
员手中。

吉林着眼于早、着眼于细抓好高
考各环节工作，持续推进依法治考，
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四个专
项行动。加大技防力度，协调通信管
理部门升级设备，有效防范5G信号作

弊，对涉考犯罪活动形成高压态势，
全力保障考试公平公正安全。

为加强疫情防控，今年考生进入
考点时，将对其体温进行严格限制，
体温出现异常的，要进行二次测温。
如果无法满足考试条件，将安排考生
在考点隔离备用考场内参加考试。

辽宁丹东：点对点接送考
生 设核酸检测采样绿色通道

丹东市今年共设9个考区、三类考
点，其中备用考点内的 120 个备用考
场，供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但尚在随访期的考生、密接及次密
接考生、封控区考生及隔离考生等使
用，此类考生由专用车辆点对点闭环
转运参加考试，实行“吃住行考”一
体化管理。

丹东正在开展疫情防控“清零行
动”，为方便考生出行，高考期间允许
考生家长私家车点对点接送考生，私
家车做到不下车、不停留、不聚集，
即送即走、即接即走。同时，市内将
投放一定数量运营车辆，通过固定车
辆、固定考生方式服务不具备私家车
接送条件考生，在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此外，丹东还设置高考专用核酸
检测采样点，开通单独采样绿色通
道，有条件的县 （市） 区将为考生提
供上门核酸检测服务。（新华社北京 5
月31日电 记者吴晓颖、赵琬微、郑天
虹、王莹、李双溪）

“应考尽考”“一个不落”
——全国各地准备就绪全力“护航”高考

这个 6 月，一批关系社会民生的新
规开始施行，从加强噪声污染治理到严
管固体饮料质量安全再到规范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活动等，以法治
之力守护你我美好生活。

加强广场舞扰民等噪声污染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自2022年6月5日起施行，治理噪声
污染将有更强法律武器。

在适用范围上，本法将工业噪声扩
展到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增加对城
市轨道交通、机动车“炸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饲养宠物、餐饮等噪声扰民
行为的管控；将一些仅适用城市的规定
扩展至农村地区；明确环境振动控制标
准和措施要求。

本法明确，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
理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段、
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
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禁止在商业
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
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
行广告宣传。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
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
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

固体饮料不得宣称具有治疗保健
功能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固体饮料质
量安全监管的公告》自2022年6月1日起
施行，对固体饮料标签标识等作出规定。

公告明确，固体饮料标签、说明书
及宣传资料不得使用文字或者图案进
行明示、暗示或者强调产品适用于未成
年人、老人、孕产妇、病人、存在营养风
险或营养不良人群等特定人群，不得使
用生产工艺、原料名称等明示、暗示涉
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功能以及
满足特定疾病人群的特殊需要等。

固体饮料产品名称不得与已经批
准发布的特殊食品名称相同；应当在产
品标签上醒目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
的专用名称“固体饮料”，字号不得小于
同一展示版面其他文字。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蛋白固体饮
料、植物固体饮料、特殊用途固体饮料、
风味固体饮料，以及添加可食用菌种的
固体饮料最小销售单元，还应在同一展
示版面标示“本产品不能代替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
食品等特殊食品”作为警示信息，所占
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20%。

规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
纪活动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

构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起施
行，对相关领域的经纪活动作出进一步
规范。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
构、经纪人员应当严格规范信息发
布，不得发布或者雇佣营销号发布引
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等有害信息，
不得以打赏排名、刷量控评、虚构事
实、造谣攻击等方式进行炒作，不得
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应援集资等
方式诱导粉丝消费。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
构、经纪人员，应当加强对服务对象官
方粉丝团、后援会等账号的日常维护和
监督管理；应当引导和规范粉丝行为，
不得组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损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等活
动和集会。

严格控制占用湿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自

2022年6月1日起施行，被喻为“地球
之肾”的湿地自此有了系统性的法律
保护。

本法规定，禁止占用国家重要湿
地，国家重大项目、防灾减灾项目、重要
水利及保护设施项目、湿地保护项目等
除外；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湿

地，无法避让的应当尽量减少占用，并
采取必要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能的
不利影响等。

本法进一步明确湿地保护与合理
利用的关系。比如，规定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湿地保护规划
和湿地保护需要，依法将湿地纳入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在湿
地范围内从事旅游、种植、畜牧、水产养
殖、航运等利用活动，应当避免改变湿
地的自然状况，并采取措施减轻对湿地
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

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
场更便利

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发
布联合公告，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
者依法合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自2022
年6月30日起施行。

公告明确了各方权责，支持境外
机构投资者直接或通过互联互通方式
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自主选择交易
场所。

入市程序方面，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法人身份入市。对于拟备案机构及
已备案机构的新增产品，无需再逐只产
品备案。对于已备案的产品，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既可以保留现有债券账户，也
可以归并至法人层面，相关金融基础设
施应当提供非交易过户服务。

（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 记者白
阳）

注意，一批重要法律规定6月“上新”！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记者申铖、王雨萧）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31日发布公告称，为促进汽车消费，
支持汽车产业发展，对购置日期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
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
辆购置税。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阶段性减征部
分乘用车购置税 600 亿元。专家表示，两部门此次发
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了这一部署。虽然有不超过 30
万元的价格限制，但这是我国首次对 2.0 升及以下排
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有望进一步提振汽车
消费。

根据公告，所称乘用车，是指在设计、制造和技术
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
物品，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 9 个座位的汽
车；所称单车价格，以车辆购置税应税车辆的计税价
格为准。乘用车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

我国首次对2.0升及以下排量
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新华社耶路撒冷 5 月 31 日电
（记者王卓伦 尚昊）据以色列媒体
5 月 31 日报道，一种能在 20 秒内获
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的设备已研发
完成，检测准确率达96.3%。

这种设备结合了光谱传感技术
和人工智能手段，能获取口腔拭子
的光谱特征，用机器算法分析识别
样本中是否携带新冠病毒。

以色列人工智能和光谱技术企
业 Virusight Diagnostic 宣布，在对
所有年龄段男女受试者的550份唾

液样本进行的测试中，与常规的逆
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
相比，这一方法检测出的样本总体
敏感性是前者的 92.7%，特异性为
前者的 96.8%。检测可在 20 秒内完
成并将结果发送至手机或电脑。

以色列谢巴医疗中心首席创新
官埃亚勒·齐姆利希曼说，在药房、
诊所等场所中，这一方法能帮助人
们立即做出明确判断，从而更好地
防控新冠疫情，为患者提供更快更
好的治疗。

以色列研发出
20秒检测出新冠病毒的设备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记者谢希瑶）记者5月31
日从商务部获悉，今年 1 至 4 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平
稳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 19074.9 亿元，同比增长
21.9%。其中服务出口 9332.6 亿元，增长 25.1%；进口
9742.3亿元，增长19.1%。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前4个月，服务出口增
幅大于进口6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43.1%
至 409.7 亿元。4 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502 亿
元，同比增长10.8%。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前4个月，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出口8009.9亿元，增长9.3%。知识密集型服
务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
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此外，
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恢复。前4个月，我国旅行服务进
出口2718.3亿元，增长9.5%。

前4个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9%

6月1日，和孚镇民当村村民进行龙舟比赛。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民当村举办第六届端午民俗文化

旅游节，村民们在河道中赛龙舟、划菱桶，体验传统端午民俗。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江南水乡的
端午民俗

新华社北京 6月 1日电 我国
6月1日全面进入汛期。据预测，长
江、松花江、珠江、太湖流域今年
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健
伟说，据预测，今年 6 月至 8 月有
南北两条雨带，以北方多雨为主，
多雨区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海
河、淮河、辽河、长江流域汉江上
游等地。

“预计我国黄河中下游、海

河、淮河、辽河、长江流域汉江等
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松花
江、珠江、太湖流域可能发生区域
性暴雨洪水。”胡健伟说。

水利部统计显示，自 3 月 17
日入汛以来，我国面平均降雨量
138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9%，共
出现 10 次较强降雨过程；有 19 个
省区市的 124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超警河流数量较 1998 年
以来同期均值偏多 43 条；中小河

流洪水多发，大江大河汛情总体
平稳。

水利部召开会商会议，要求
各级水利部门将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贯穿到水旱灾害防御全过程，
持续开展河道、水库、蓄滞洪区
等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消除风险
隐患。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
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措施，全力做好各项水旱灾害
防御工作。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31日电（记
者任珂）为期两天的欧盟特别峰会5
月31日结束。除决定对俄罗斯实施
部分石油禁运外，欧盟还决定增强自
身防务能力，逐渐摆脱对俄能源依赖。

欧洲理事会在会后发布的文件
中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导
致欧盟的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欧
盟需要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变得更强
大。欧盟将坚决落实“战略指南针”
行动计划，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和欧
盟-北约合作，并增强其韧性。

文件说，作为紧急事项，欧盟将
协调非常短期的防务采购需求，支持
联合采购以补充库存，尤其是要向乌
克兰提供支持；制定与北约互补的欧
盟国防战略规划，加速实施军事机动
基础设施项目等。

文件说，欧盟将贯彻名为“RE⁃

PowerEU”的能源计划，逐步摆脱对
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加快能源转
型，建设更具韧性的能源系统和互联
互通的能源联盟。具体措施包括实
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加速可再生能源
项目建设，提高能源效率，投资和完
善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面向未来的
电力和氢气在内的全欧能源网络等。

文件说，欧盟将积极采取措施支
持乌克兰农业部门，促进乌农产品出
口，并呼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确保
全球粮食安全。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5月30日晚
就对俄罗斯第六轮制裁达成一致，将
立即禁止进口75%的俄罗斯石油，通
过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在今年
年底前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将削
减90%，以减少俄资金来源，给俄罗斯
施以“最大压力”结束俄乌冲突。

欧盟决定提高防务能力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

新华社孟买6月1日电（记者张
亚东）印度政府6月1日宣布，为保
障国内食糖供应和价格稳定，即日起
对本国食糖（包括原糖、精制糖和白
糖）实施出口总量限制，2021-2022
榨季（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出口总量将限制在1000万吨。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印度4月消费物价指数升至7.79%，
为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在柴油、
化肥等价格上涨推动下，印度国内食
糖价格呈上涨趋势。

印度是世界主要食糖生产国和
出口国。印度糖厂协会预计，本榨季
印度糖产量将达3500万吨，国内消
费量约2700万吨，加上上季库存，

将有1600万吨的剩余。有分析称，
印度实施食糖出口总量限制很大程度
上是为应对国际糖价上涨而采取的预
防性措施。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全球粮食
价格持续走高，已攀升至多年来高
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
施制裁的背景下，俄乌冲突面临长
期化风险，俄乌两个农业大国的粮
食出口受阻，加剧全球供应缺口。
为应对国内供应紧缺和价格上涨，
一些农产品大国近期陆续出台限制
出口措施。有专家警告，当前全球
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仅无助
于缓解本国粮价，反而会进一步推
高全球食品通胀。

印度开始限制食糖出口

新华社华盛顿5月31日电（记
者邓仙来）美国白宫5月31日向媒
体透露，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中程火箭弹发射系统在内的价值 7
亿美元的新一轮安全援助。

白宫匿名官员当天在为媒体举
行的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国新一
轮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包括少量中程
火箭弹发射系统、直升机、“标
枪”反坦克导弹和战术装甲车等。

白宫官员说，美国此次援助的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统”可以
发射射程约 70 公里的中程火箭弹
和射程约 300 公里的远程火箭弹。
但美国只向乌克兰提供中程火箭
弹，目的是使乌军能够更精准地打

击本国战场上的俄罗斯军事目标。
乌克兰已向美方保证，不会使用这
种火箭弹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

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美国第11
次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也是美
国首次动用国会近日批准的约 400
亿美元的援乌资金。

美国总统拜登在《纽约时报》
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将在制裁俄
罗斯方面与盟友和伙伴继续合作，
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同时
表示，美国不认为俄罗斯将在俄乌
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美国不寻求让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发生战争，也不
会推动俄政权更迭。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
中程火箭弹发射系统

新华社日内瓦5月31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专家5月30日表
示，虽然近期多个非猴痘流行国家
已发现数百例猴痘病例，但猴痘不
太可能发展成继新冠之后又一场全
球性大流行。

在世卫组织30日的一场网上问
答中，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天花秘
书处主任罗莎蒙德·刘易斯说：“目前，
我们并不担心（猴痘发展为）全球大流
行。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个人没有掌
握保护自己所需的信息，就可能通过
高风险接触感染。”她同时承认，目前
针对这种疾病仍有许多未知因素，包
括它究竟如何传播，以及几十年前暂
停大规模天花免疫接种是否可能促成
猴痘以某种方式加速传播。

刘易斯表示，全球不少国家已
出现的猴痘病例中，绝大多数是同
性恋者、双性恋者或男男性行为
者，因此这类人群要小心。“描述这
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猴痘）似乎
正以一种过去可能未被充分认识到
的传播方式在加速传播。”

关于猴痘对一般人群的威胁，刘
易斯将其描述为“低”风险，尽管目前
还不知道猴痘是通过性行为传播，还

是仅仅通过有性活动的人之间的密
切接触传播。她同时警告，任何人
都有感染猴痘的潜在风险。其他专
家则指出，这种疾病首先在男同性
恋者和双性恋者中被发现可能属于
偶然，如不加以遏制，可能很快蔓
延到其他群体。

世卫组织29日发表声明说，已
有23个非猴痘流行国家报告猴痘病
例。随着在猴痘流行国家以及非流
行国家的监测扩大，未来可能出现
更多确诊病例。

猴痘病例常多发于非洲西部和
中部地区，但目前多个非洲以外国
家报告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却没有任
何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世卫组织
认为，迫切需要提高对猴痘的认识
并采取全面措施，及时发现并隔离
病例、追踪接触者、提供支持性护
理等以限制其进一步传播。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应警惕患者
是否出现非典型皮疹等，这类皮疹依
次表现为斑疹、丘疹、水疱、脓疱、结
痂等，并可能伴有发热、淋巴结肿大、
背痛和肌肉酸痛等。提高防范意识
对识别和预防进一步的继发病例及
有效管理当前的病毒传播至关重要。

世卫组织称猴痘不会演变成大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