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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年 7月 14日（星期四）下
午 14：30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县支行会
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长顺县长寨镇建设路办公房产，建筑面积：149.9
㎡

报名时间：2022年7月11日至7月14日（上午9：00
至下午 17:00，07月 14日报名截止至中午 12:00，以保证
金到账时间为准）

展样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 7月 14日中午 12:
00时

展样、报名地点：标的物所在地（长顺县长兴路与
长发路交叉口）

咨询电话：18586818558（邵先生）
有意竞买者，请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报名点报

名，详情备有资料，在报名点咨询、索取。

贵州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5日

拍 卖 公 告

福泉市太平煤业有限公司金山办事处太平煤矿（兼并重组）
30万 t/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现进行公告，希望公
众采用适当方式对项目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查阅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i5s5PJnTXp_ySPw9uzMog

提取码: 2ki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
便哦，也可到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

二、征求意见范围：周边5km范围内的公民和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www.mee.gov.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信函、邮件等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将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项目环评相关的
意见和建议。提交意见表时，提供联系方式。

联系人：吕学德
联系电话:14785638793
地 址：福泉市金山办事处罗家洞
五、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10工作日内。

福泉市太平煤业有限公司
2022年7月5日

福泉市太平煤业有限公司金山办事处

太平煤矿（兼并重组）30万t/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详情扫码关注贵州春秋拍卖微信公众号

春秋拍卖
CHUNQIU AUCTION 中国拍卖AA级企业 省政府指定公物拍卖企业 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熊丰） 记者4日从公安部
获悉，为深入推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充分运
用科技力量打拐寻亲，公安部近日公布全国 5000余个免费
采血点信息，进一步便利广大群众及时就近采血，助力被拐
家庭早日实现团圆。

近年来，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拐卖犯罪，
累计设置3000余个免费采血点，并向社会公布地址、联系电
话，为协助案件侦办、帮助群众寻亲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一
大批离散家庭实现了团圆。今年 3月，公安部会同民政部、
国家卫健委、全国妇联部署在全国组织开展新一轮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公安部在此前公布免费采血点基

础上，通过梳理汇总、集中资源，将免费采血点数量增至
5000余个，并通过多种平台集中发布相关信息，进一步扩大
免费采血点覆盖面。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免费采血工作不受户籍地域限
制，请尚未采血的被拐妇女儿童父母、疑似被拐及身份不明
人员，尽快到采血点接受免费采血。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支持参与打拐工作，积极转发扩散 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
信息，帮助更多离散家庭早日实现团圆。

据了解，公安部头条号、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和官
方微博、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已集中发布
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信息，可及时查询全国采血点情况。

公安部公布全国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信息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孙兴维 陆斌） 据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消息，截至6月底，全国所有运输机场
都开通了军人依法优先通道，进一步提升广大官兵的获得
感、幸福感。

今年7月1日是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联合在全国运输机场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5周年。5年
来，全国民航系统把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作为一项政治
任务，不断创新完善优先通道服务内容和保障模式。

据了解，全国各运输机场在国内值机区设置军人依法
优先柜台，在安检区设置专门通道、在登机口结合头等舱
通道设置优先通道并标注军人依法优先标识，值机工作人
员根据军人有效证件优先、依序办理手续，实现值机、安
检、登机全过程优先快行服务。全国枢纽机场和一些重点
机场还将军人依法优先工作纳入检查内容，从制度上细节
上确保这项工作持续深入落实。

实际运行中，各运输机场还不断创新打造军人依法优
先升级版，坚持开展不同形式的“军人依法优先+”活动。

下一步，军地双方将持续推出为兵为战服务举措，在
个性化、便捷化、科技化等服务方面加大力度，让广大官兵
特别是边防一线官兵及家属享受到这份荣誉感。

全国所有运输机场
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王雨萧 严赋憬） 自6月1
日起实施的部分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政策已经“满月”。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政策实施首月，全国共减征车
购税 71亿元，减征车辆 109.7万辆。从排气量来看，1.6升及
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 34亿元，占比约 48%；1.6升至 2.0
升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37亿元，占比约52%。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业链条长、涉及就
业面广、拉动消费作用大。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对稳经济、
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5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
施，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5月31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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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司长刘运毛告诉记者，
此次车购税优惠政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惠及范围“再扩
大”，能够享受减征政策的乘用车排量限制从 1.6升提高到
2.0升；二是政策发力“更应时”，明确2022年6月1日至2022
年12月31日期间内购置的符合条件的乘用车均可享受减征
政策，有利于快速、有效拉动汽车消费；三是政策调控“更精
准”，提出了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限制条
件，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精准调控的作用，惠及大众消费。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乘用车产销逐步向好。数据显
示，6月 1日至 26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42.2万辆，同比增长
27%，较上月同期增长37%。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副所长李平介绍，车购税所征
收的税款具有专门用途，专款专用于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其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安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积极作用。

车购税减半征收首月减征71亿元

国

际
新华社堪培拉7月4日电（记者 岳东兴） 澳大利亚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科研
人员参与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长期气候变化推动下，
1979至 2019年期间，澳大利亚及全球“火灾天气”频率显
著增加。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学术期刊《地球物理学评论》上。
该组织参与的国际团队分析了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和

区域的“火灾天气季节长度”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变化趋
势。据介绍，“火灾天气”是指天气条件有利于野火的发
生和蔓延。

研究显示，1979至 2019年，澳大利亚“火灾天气季节
长度”增加约 27 天，增幅约为 20%。这期间全球范围的

“火灾天气季节长度”平均增幅达27%，北美西部、亚马孙
河流域和地中海等地区“火灾天气季节长度”增长尤为显
著。

该研究预测，考虑到未来气候变化情景，假如全球平
均气温到 2100 年时上升 1.5 至 4 摄氏度，可能导致全球

“火灾天气季节长度”比当前再延长11至36天。
论文作者之一、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研究人员

佩普·卡纳德利在公报中说，全球“火灾天气”呈显著增多
的趋势，长期气候变化正在推动这一增长趋势。该趋势
导致澳大利亚森林火灾数量增加，特别是2019至2020年
的“黑色夏季”，凸显澳大利亚森林火灾日益增长的状况。

卡纳德利表示，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更深入了解全球
“火灾天气”变化趋势，这有助于救援人员、政策制定者和
社区更好地应对森林火灾。此外，该研究再次强调遏制
全球碳排放的重要性。

新研究：

过去数十年全球“火灾天气”频率显著增加

新华社华盛顿7月3日电（记者 孙丁） 美国俄亥俄
州阿克伦市数百名民众 3日走上街头，抗议当地警察近
期在执法过程中乱枪射杀非洲裔男子杰兰·沃克。

阿克伦市警方通报，警察于 6月 27日凌晨进行例行
车辆检查时发现涉嫌交通违规的沃克，据称沃克车里传
出枪声。7月3日公布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沃克下车
逃跑，数名警察进行追捕随后开枪。据尸检报告，沃克被
射中超过60枪。

阿克伦警察局长史蒂夫·迈利特说，涉案8名警察已
被停职。俄亥俄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
查。

沃克家人强烈质疑警察对其使用“致命武力”。代理
律师博比·迪塞略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证实沃克向警察
开枪。沃克逃跑时身上也没有武器。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呼吁
为沃克伸张正义。他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白
人身上。

此前，阿克伦市已连续多日出现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和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市长丹·霍里根取消了当地的
独立日庆祝活动，同时呼吁民众和平示威。

美国阿克伦市民众
抗议警察乱枪射杀非洲裔男子

新华社罗马7月3日电（记者 陈占杰） 意大利新冠
疫情近期又处于扩散阶段，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3日
该国现存确诊病例达到约101万例。

意大利卫生部称，近日新冠确诊病例增多的主要原
因是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BA.5的蔓延。过去四周来，意
大利的新冠有效传染数一直呈上升趋势，目前已达到
1.3，表明疫情处于扩散阶段。

意大利3日报告了57例新冠死亡病例。

意大利新冠疫情再扩散
现存确诊病例超100万

这是7月4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莎拍摄的
被洪水淹没的道路。

受强降水影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部分地区遭
洪水侵袭。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7月4日，游客观看黄河小浪底水库排沙出库。
当日，黄河小浪底水库开始排沙，裹挟着泥沙的混浊水流从小浪底出水口排沙洞喷涌而出，场面壮观。

新华社发 苗秋闹 摄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部署要求，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
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0月底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应急管理部 4日公布了这一信息。当日下午，国务院
安委办召开全国燃气安全防范专题视频会议。会议指出，
当前，随着餐饮活动指数快速回升，用气量大幅增加，燃气
安全将面临更大压力和挑战，燃气安全形势严峻复杂。

据悉，此次行动由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安委会牵头
组织，各有关部门充分调动力量，明晰各部门责任，集中开
展统一行动。

四部门：

从即日起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省徐州市贾
汪区马庄村考察。在村里的香包制作室，总书记欣赏村民
制作的各式香包，并花钱买下村民王秀英制作的一个中药
香包。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了王秀英，一起分享她在总书
记鼓励下和村民们一起发展香包产业的故事——

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制作室里忙活、缝制香包。
习近平总书记走了进来，和大家亲切交流，当时的场景历历
在目。

总书记看到我们手工制作的特色香包，连连称赞“真不
错”“很精致”。我告诉总书记自己制作的中药香包很好卖，
每年净收入20多万元。总书记手拿香包，夸奖我手艺好，还
自己花钱买下一个，笑着说“我也要捧捧场”。

“徐州香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做了一辈子
香包。过去，我做香包就是为了补贴家用，想着把日子过好
就可以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和鼓励让我意识到，我还
要做好非遗传承、带动乡亲致富。

我有一个自己的香包工作室，周边村民、企业职工、中
小学学生甚至外国友人都来学习缝制香包。我耐心地教大
家，希望把这门手艺传给更多人。现在，我的儿子、儿媳妇、
孙女都跟着我学做香包。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发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
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给我们指明了发
展方向。这些年，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我们积极发展特色产
业，成立民俗文化手工艺合作社，培育中药香包的制作能

手，搭建网络销售平台，加强产运销“一条龙”服务。如今，
香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还远销海外。有的年轻人脑子灵，
跟文化创意公司合作，推出各种时尚小香包，在网上直播带
货，很受大家欢迎。

如今，“小香包”成为我们致富的“金荷包”。我们村和
周边村庄的300多名村民都在从事香包制作，去年马庄香包
产值超过800万元。

我们要继续守护好“徐州香包”这个品牌，让香包“香”
飘万里，和大家一起用双手“绣”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南京7月4日电）

“‘小香包’成为我们致富的‘金荷包’”
新华社记者 赵久龙 郑生竹

7月4日，在三亚市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
农机手对绿肥压青还田（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三亚市针对当地气候特点，充分发挥热带农业
资源优势，结合本地农业生产习惯和南繁品种特点，探索出

“育种+水稻+绿肥”“瓜菜+制种+绿肥”等一批轮作模式，
有效解决耕地闲置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粮食增产提质。

新华社记者 胡智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