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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平塘县掌布乡福成煤矿（兼并重组）45万t/a项目“三
合一”环评报告初稿已编制完成，现对该项目进行报纸公
示：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网络链接
网 络 链 接 http://www.ptjp.gov.cn/gggs/gggs/202110/

t20211028_71330912.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ptjp.gov.cn/gggs/gggs/202110/t20211028_

71330912.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向制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或

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的意见看法。
（五）纸质版查阅途径和方式
建设单位：贵州齐鲁能源有限公司平塘县掌布乡福成

煤矿
联系人：文彬
联系电话：13469199930
联系地址：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福成煤矿
E-mail：1027089405@qq.com
环评单位：贵州黔飞鹰地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贵阳市南明区青山路中铁国际城7号楼1单

元25层1号
联系人：陈勇
电话：13985577958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平塘县掌布乡福成煤矿（兼并重组）45万t/a项目
“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公示

时 评

新华社联合国12月7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
爽7日表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针对
有关南海问题的错误言论，中方要作出严正回应。

第 76 届联大全会当天审议“海洋和海洋法”议题，美
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在发言中针对南海问题发表错误
言论。耿爽在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
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
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和平解决争议，同时全
力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耿爽强调，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庭越
权管辖、枉法裁判，所作裁决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
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也不接受任何基
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希望菲方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争议，此为正道。

耿爽表示，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全面有效落
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中方愿同包括菲方在内的周边邻国保持对话沟通，长期友
好相处，推进务实合作，共同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
海、合作之海。

中国代表团还针对有关国家错误言论行使答辩权，阐
明立场，以正视听。

中方指出，中国一贯尊重并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
海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事实一再证明，各国依据国际
法享有的航行自由，在南海从来就不是问题。值得警惕的
是，有的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派遣军用舰机在南海炫耀
武力，威胁沿岸国主权安全，各方对此应坚决反对。希望各
方特别是域外国家客观、理性看待南海问题，不要在南海制
造事端，不要搞军事挑衅，不要挑拨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
系，切实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中方在联大严正回应
有关国家涉南海问题错误言论

美国炮制的所谓“民主峰会”又多了一名“玩偶”。畏罪
潜逃的反中乱港分子罗冠聪日前自曝“已获美国总统邀请”
发表演说，并为此深感“荣幸”。作为西方反华势力残存的

“马前卒”，这种数典忘祖、肆意出卖国家和香港利益的献媚
行径，终将反噬自身，被历史牢牢钉在背叛国家、背叛中华民
族的耻辱柱上。

作为“港独”核心分子，罗冠聪2019年起便多次勾连美
西方，兜售“港独”主张的同时，散播政治谎言并大肆抹黑中
央和特区政府。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其连夜逃亡，之后在国外
持续从事乱港活动，近来更公然煽惑选民无视即将到来的香

港特区立法会选举，在出卖国家和香港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落

地实施后，“港独”猖獗和“黑暴”横行的严峻局面得以彻底扭
转，香港社会安宁与政权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750多万
香港同胞正在融入国家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凝神聚力谋求更
好发展。而作为被香港警方通缉的反中乱港分子，罗冠聪和
他的同伙们不仅不反省曾经给香港带来的巨大伤害，尽早投
案自首，反而变本加厉乞求外部庇护，在海外疯狂“唱衰”香
港由乱转治的大好局面，心甘情愿为反华势力提供弹药，可
谓不折不扣的香港罪人、民族罪人。

罗冠聪之流为何能如此嚣张？究其原因，背后自然少不
了美西方反华势力的扶植与支持。早在2019年5月，罗冠聪
等六人就曾赴美窜访，不仅受到诸多美国官员会见，还被安
排参加所谓香港问题听证会。此后罗冠聪等反中乱港分子
更嚣张狂妄，密集勾结外国势力炮制事端。香港国安法实施

后，美国仍为其撑腰打气，还将“通缉犯”美化为所谓“民主斗
士”。一言以蔽之，美西方反华势力妄图通过打“香港牌”干
涉中国内政的图谋从未改变，罗冠聪之流则甘心委身为其

“棋子”。
借所谓“民主峰会”搞排他性“集团政治”，在世界上制造

矛盾和分裂，是美方的一贯伎俩。实际上，美方所作所为恰
恰证明所谓“民主”不过是个幌子，是其拿来维护自身霸权的
工具。当前，国际上个别势力罔顾事实，大肆抹黑、污蔑香港
的选举制度，试图为即将进行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制造障碍，正暴露了其妄图打着“民主”旗号插手香港事务的
图谋。而罗冠聪之流，就是其为数不多尚可操控的“玩偶”。

事实上，不管反中乱港分子如何乞求他们的主子，寻求
庇护，但他们的最终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失败！时间
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下，
香港“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正行稳致远，任何妄图螳臂挡车
的小丑行径，都将被历史和人民永远唾弃。不管用什么手
段，玩什么伎俩，任何以港制华、以港乱华的图谋，终将以失
败收场。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甘做西方反华“玩偶”将被永远钉上历史耻辱柱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指出，行政处罚法是规范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

律，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施行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作出具体部
署，扎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

一是加强学习、培训和宣传工作。要开展制度化规范化
常态化培训，于2022年6月前完成对现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教
育培训，并持续做好新上岗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工作。要加大
宣传力度，将行政处罚法宣传纳入本地区、本部门的“八五”
普法规划，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宣传，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二是依法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要加强立法释法工作，
起草法律、法规、规章草案时，不得以其他行政管理措施的名
义变相设定，规避行政处罚设定的要求。依法合理设定罚款
数额，坚持过罚相当，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因行政管理

迫切需要依法先以部门规章设定罚款的，设定的罚款数额最
高不得超过10万元，且不得超过法律、行政法规对相似违法
行为的罚款数额，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
害后果的，设定的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超过上述
限额的，要报国务院批准。要认真落实行政处罚定期评估制
度，结合立法计划规划每5年分类、分批组织一次评估；加强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
处罚。

三是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的实施。要依法全面正确履
行行政处罚职能，坚持执法为民，不得违法实施行政处罚，不
得为了处罚而处罚，坚决杜绝逐利执法，严禁下达罚没指
标。要细化管辖、立案、听证、执行等程序制度，逐步提
高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利用率，推进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
罚款。要规范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和使用。要坚持宽
严相济，不得在未查明违法事实的情况下，“一刀切”实施
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等行政处罚。要健全法律责任衔
接机制，细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制度。

四是持续改革行政处罚体制机制。要纵深推进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积极稳妥赋权乡镇街道实施行政处罚，
科学合理下放行政处罚权，成熟一批、下放一批，确保放
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要规范委托行政处罚，
严格依法采用书面委托形式。要提升行政执法合力，逐步
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复制推广“综合查一次”经验，健全
行政处罚协助制度，积极探索跨区域执法一体化合作的制
度机制。

五是加强对实施行政处罚的监督。要强化行政执法监
督，加快建设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
作体系，创新监督方式，强化全方位、全流程监督，提升
行政执法质量。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贯彻实施好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和改进相关行政立法，规范行政执法，
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彭韵佳） 据国家医保局
最新消息，2021年医保目录调整中谈判成功的94个药品，其
支付范围全部与说明书一致。同时决定对目录内原有支付
限定的其他药品，开展医保支付标准试点。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试点过程中，根据企业
自愿申请，将纳入试点范围的药品支付范围同步恢复至药品
说明书范围。试点期间，国家医保局拟将所有试点药品全部
纳入重点监测范围，强化监管，确保药品使用的合理性，维护
患者利益和基金安全。

部分化药和中成药，如注射用甘氨双唑钠、艾瑞昔布片、
盐酸阿比多尔片、丹红注射液等30种药品被纳入试点范围，
按照规则重新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并将支付范围恢复至药品
说明书范围。

据介绍，限定医保药品支付范围自2004年开始施行，其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基金安全、防止药品滥用等发挥了
一定作用。但随着药品使用监督管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
在说明书之外再对药品支付范围进行限定的必要性已大幅
降低。同时，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和患者反映，医保药品支
付范围限定逐渐成为影响临床合理用药、甚至引发医患纠纷
的重要因素。

从维护患者用药公平、改善医患关系、便于临床合理施
治的角度，国家医保局认为有必要将目录内药品支付范围逐
步恢复至药监部门批准的药品说明书的范围，将用药选择
权、决策权真正还给临床医生。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根据试点进展情况，在确保基金
安全和患者用药公平的前提下，按照减少增量、消化存量的
原则，逐步将目录内更多药品的支付范围恢复至药品说明书
范围。

国家医保局：

逐步将医保目录药品支付范围恢复至说明书范围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张泉） 8日发布的《2021
研究前沿》报告和《2021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遴选展
示了11个大学科领域中较为活跃或发展迅速的110个热点
前沿和61个新兴前沿。

报告由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科院文献情报
中心与科睿唯安联合发布，旨在研判和传播世界科技前沿
主要进展与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
前沿在临床医学与生物科学领域占很高比例。与此同时，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紧密结合，形成了
其他领域的热点与新兴前沿，如“化学传感器在新型冠状病
毒检测中的应用”等。

中科院报告遴选
171个科学研究前沿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集结多个经典中国动画角色
形象，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的动画电影

《我们的冬奥》近日官宣定档，将于2022年1月15日全国上
映。

据悉，该影片集结了《大闹天宫》里的“齐天大圣”、《大
耳朵图图》里的“胡图图”、《熊熊乐园》里的“小光头强”“熊
大”“熊二”、《非人哉》里的“九月”“敖烈”以及木偶动画里的

“小虎妞”“老寿星”等多个中国动画角色形象，还加入了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在制作形式
上，融入了CG动画、传统木偶定格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
影片故事围绕冬奥村开村仪式展开，讲述了一个因为相遇
而产生关于团结、梦想、勇气和拼搏的多篇章故事。

电影《我们的冬奥》
定档1月15日

新华社上海12月8日电（记者潘清） 经历了近期的弱
势震荡后，8日A股缩量反弹。上证综指重返 3600点整数
位，与深证成指同步实现1%以上的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站上了3600点整数位，报3602.82
点。早盘小幅回落并下探3591.99点后沪指震荡回升，尾盘
以接近全天最高点的 3637.57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42.48点，涨幅为1.18%。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4964.46 点 ，涨 267.29 点 ，涨 幅 为
1.82%。创业板指数涨 1.66%，收报 3424.70 点。科创 50 指
数涨1.87%至1415.37点。

沪深两市3000多只个股上涨，明显多于下跌数量。创
业板新股N泽宇挂牌上市，首日涨幅接近33%。

大多数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白酒、黄酒、汽配板块表
现抢眼、涨幅领先。告跌板块跌幅均在1%以下，建筑工程、
煤炭，以及前一交易日涨幅居前的航空公司板块表现相对
较弱。

沪深两市继续缩量，分别成交 4860亿元和 6155亿元，
总量降至1.1万亿元附近。

A股缩量反弹
沪指重返3600点

12月8日，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运动员村揭牌活动在成都大学举行，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村委会同步
成立。

图为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全景。 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揭牌

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8日电（记者魏婧宇、李志鹏） 记
者从 8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日 0时至 14时，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20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
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1例。

8日0时至12时，满洲里市新增密切接触者238人，累计

排查密切接触者11944人。
8日6时，满洲里市启动第十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

截至 14时已采集样本 190338人份，目前核酸检测工作正在
有序开展。满洲里市前十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共检出阳
性病例 477 例，已确诊 461 例，其他阳性病例待临床复核确
诊。

内蒙古满洲里新增2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华社联合国12月7日电（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 7日表示，古特雷斯因与一名
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接触，正在家中实行自我隔离。

哈克在写给驻联合国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古特雷斯
目前没有症状，新冠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阴性。但出于慎
重，古特雷斯已取消出席任何活动，居家办公，9日将再次
进行病毒检测。

按计划，古特雷斯定于 8日出席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
高级别认捐会，并在 9日举行的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上讲话。此外，原计划他将作为嘉宾出席 8日的联合国记
者协会年度晚宴。

古特雷斯因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
实行自我隔离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7日在丹麦
首都哥本哈根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最近呈上升趋势，但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欧洲区域新冠确诊
病例中仍占主导地位。

图为人们在布鲁塞尔排队准备接受检测。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