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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提升进京管控等级
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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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电
（记者 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7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7 月30 日全美报告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 101171 例，为今年 2 月
7日以来的单日增幅最高纪录。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7
月 30日的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
为72493例，这也是自今年2月中
旬以来的新高。7天平均日增确诊
病例自6月中旬以来一直呈上升
趋势。

全美7月30日报告新冠死亡

病例451例，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
例308例，两项数据分别为自6月
上旬和中旬以来的新高。

近期，美国疫情核心指标严
重反弹。美疾控中心7月30日公
布的每周疫情报告显示，目前美
国 7 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死亡
病例、住院病例较前一周分别上
升64.1%、33.3%、46.3%。公共卫生
专家认为，近期疫情核心指标严
重反弹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
株加速传播以及疫苗接种进度迟
缓有很大关系。

新华社仰光8月1日电（记
者 张东强）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
8月1日发布一项命令说，为进一
步有效地执行国家管理委员会制
定的“五步走”路线图和“九项目
标”，决定将国家管理委员会改组
为看守政府，国家管理委员会主
席敏昂莱担任国家总理。

根据这项命令，国家管理委员
会副主席出任副总理。命令还设立
了联邦部长、联邦总检察长、看守
政府办公室常务秘书等职务。

同日，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
敏昂莱就该委员会执政半年发表
电视讲话时表示，下一届大选筹
备工作将于2023年8月结束，当
年年底前将举行自由、公正的多

党制民主大选。
缅甸去年11月举行大选，全

国民主联盟（民盟）获半数以上联
邦议会席位。缅甸军方与民盟围
绕大选结果产生分歧，军方认为
大选存在舞弊行为，要求展开调
查并推迟召开新一届联邦议会会
议。但民盟方面予以拒绝。

今年 2 月 1 日，缅甸总统温
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民盟部
分高级官员被军方扣押。缅甸军
方随后宣布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
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
总司令敏昂莱。2月2日，缅甸国
防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国家管理
委员会，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出
任委员会主席。

新华社福州7月31日电（记
者 邰晓安、赵雪彤）第44届世界
遗产大会31日晚间在福州成功落
下帷幕。作为一次加长版的会议，
本届世遗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首次以在线形式审议世界遗产议
题，大会新增34个世界遗产、3个
已列入项目实现重大拓展。

本届大会一致通过《福州宣
言》。《宣言》重申《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原则和开展世
界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意
义，呼应大会关于气候变化对世
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深远影响的高
度关注，强调保护世界遗产是全
人类共同的责任，呼吁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支持，留给后代一个
开放、包容、能够自我调适、可持
续、有韧性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大会共审议了36项新遗产提
名，其中34项获准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其中，“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中国第56

项世界遗产，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湖北神农架”的组成部分。此外，3
个已列入项目实现重大拓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国家
新增两项世界遗产，‘非洲优先’全
球事项得到具体落实。虽然只能相
聚云端，我们仍可透过屏幕分享缔
约国成功的喜悦。”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主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
席田学军表示，本次大会上，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增世界遗产
大体均衡，多国跨境联合申报和系
列遗产类型实现增长。

本届大会还对200多项世界
遗产保护状况报告进行了审议，中
国的长城、科特迪瓦的塔伊国家公
园和科莫埃国家公园等3项遗产
保护状况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
范例；刚果民主共和国萨隆加国家
公园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移
除；英国“利物浦海事商城”成为过
去10年遭除名的首项世界遗产。

增值税、消费税与附加税费
申报表将整合、高层停放电动车
或最高罚1万元……8月起，一批
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将实施，哪一
项你最关心？

进一步完善军人权益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
和权益保障法》于 8 月 1 日起施
行，从工资、住房、医疗、保险、休
假探亲、教育培训、随军落户等方
面，规定军人享有的基本待遇；完
善军人抚恤优待制度，对烈士褒
扬、死亡抚恤、伤残抚恤政策，以
及军人军属和烈士、因公牺牲军
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在就业安置、
子女教育、帮扶援助、司法服务等
方面的优待作出规定。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和财政
部的安排，8月1日起，伤残人员
（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
工）残疾抚恤金、“三属”（烈士遗
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
遗属）定期抚恤金、“三红”（在乡
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
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等人员
生活补助，按平均 10%的幅度继
续提高，在乡老复员军人的生活
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月
提高200元。

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8月1日起施行，对电动
自行车“进楼”问题作出规定。

规定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
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
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
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鼓励在高
层住宅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
中存放和充电的场所。

违反上述规定的，由消防救
援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
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 2000 元以
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
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
元以下罚款。

猪肉安全监管更严格

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
例》于8月1日起施行。条例要求，
生猪屠宰厂应依法查验生猪检疫
证明等信息，如实记录生猪的来
源、数量、供货者名称和联系方式
等内容，确保生猪来源可追溯。

在屠宰过程中，肉品品质检
验应当与生猪屠宰同步进行，并
如实记录检验结果，确保屠宰过
程可控。生猪屠宰厂要如实记录
出厂生猪产品的名称、规格、检疫
证明号等内容，确保生猪产品去
向可查。

条例明确，生猪屠宰厂应及
时履行报告、召回等义务，对召回
的生猪产品采取无害化处理等措
施，确保问题产品不流入市场。

高中军训不得少于7天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
练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于8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大纲》
明确，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教
学包括基本军事知识和基本军事
技能两部分，教学时间7至14天，
总计不得少于7天共56课时。

其中，基本军事知识共24课
时，必训12课时、选训12课时；基
本军事技能共88课时，必训44课
时、选训44课时。

增值税、消费税与附加税费
申报表将整合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称，自
2021年8月1日起，增值税、消费
税分别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整
合，启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
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及
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
及其附列资料和《消费税及附加
税费申报表》，《废止文件及条款
清单》所列文件、条款同时废止。

综合新华社、国家税务总局
官网、央广网等

何为债务上限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定义，债务上限
是指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
有法定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
些法定义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
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截
至6月30日，美国未偿联邦政府债务
余额约为28.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
有的债务约22.3万亿美元，政府间债
务约6.2万亿美元。

美国国会 1917 年首次设立债务
上限制度，旨在定期检视政府开支状
况。近年来，债务上限日益成为两党博
弈的重要筹码，并与削减政府支出等
其他议题相捆绑。两党拉锯战多次造
成金融市场波动，但避免债务违约仍
是两党博弈坚守的底线。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数据显
示，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已修改
债务上限98次，其中大部分是将债务
上限调高一定额度。但 2013 年以来，
美国国会不再直接调高债务上限，而
是设置时限暂停债务上限生效，允许
财政部在此期间不受限制地发债。

2013 年以来，美国国会已 7 次暂
停债务上限生效。最近一次暂停始于
2019年8月，当时债务上限约为22万
亿美元，国会允许财政部继续发债直
至今年7月31日。从8月1日开始，债
务上限将恢复生效，新债务上限为22
万亿美元加上2019年8月以来新增债
务余额，预计在28.5万亿美元以上。

国会两党态度如何

债务上限恢复生效后，美国财政
部将不能通过发行债券来继续融资，
而只能通过非常规措施来腾挪借债空
间，比如暂停投资联邦政府雇员退休
基金等。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23日给国
会两党领袖写信，敦促国会尽快通过
立法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耶
伦表示，财政部当前无法预测非常规
措施可以支撑多长时间。在某些情形
下，等到国会结束夏季休会、9月中旬
复会后，财政部持有的现金和非常规
措施可能会很快耗尽。

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目

前国会有两种方式解决债务上限问
题。第一，通过常规立法程序提高债务
上限或暂停其生效，但这在参议院需
获得60票以上，意味着民主党要争取
至少 10 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第二，
民主党可利用所谓的预算调节程序提
高债务上限，这在参议院只需51票简
单多数即可通过。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日前
表示，共和党不会支持提高债务上限，
民主党只能利用预算调节程序通过相
关立法。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资深
民主党议员罗恩·怀登则表示，共和党
将美国债务违约作为谈判筹码是完全
错误的，民主党不会作出任何让步。

潜在风险几何

等到 9 月中旬国会复会后，两党
还需就10月1日开始的新财年政府预
算进行协商。分析人士认为，届时政府
预算和债务上限博弈相互交织，两党
拉锯可能持续更久，将引发投资者对
美国政府关门和违约风险的担忧，加
剧金融市场波动。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国财政
部持有的现金和非常规措施可支撑政
府运营至10月初，如果届时国会仍未
就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美国很可能在
10月或11月面临政府债务违约风险。

从历史上看，两党多次就债务上
限展开博弈，但都在“最后一刻”前达

成协议，均不敢引爆债务违约这颗“核
弹”。耶伦此前警告，债务违约将对美
国经济和所有美国人生计造成无可挽
回的伤害。观察人士指出，债务违约将
严重削弱美国借债信誉，甚至可能动
摇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发投
资者抛售美国国债，加剧全球金融市
场动荡，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2011 年 8 月，两党围绕提高债务
上限的持续博弈曾造成资本市场剧烈
波动，导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
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
调一档至“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
次遭遇主权信用降级。

两党政策研究中心指出，如果美
国主权信用评级再次被下调，将造成
更大市场动荡。美国政府问责局研究
发现，临近债务违约日期时，投资者会
减持即将到期的美国国债，造成其流
动性下降和收益率大幅上升，并推高
美国政府的实际融资成本。据估计，
2013 年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曾导
致美国财政部一年内融资成本增加数
千万美元。

专家指出，即便美国国会暂时提高
债务上限化解违约风险，从中长期来看
美国财政和债务状况仍不可持续。国会
预算局警告，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更
高的通胀率可能增加财政危机风险，同
时削弱市场对美元的信心，抬高私营企
业在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

新华社记者 高攀 许缘 熊茂伶

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生效
违约风险几何？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在暂停
两年后于今年8月1日恢复生效。由
于目前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远未
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共识，美国财政
部将不能继续发债，只能动用非常规
措施来腾挪举债空间和争取时间。分
析人士认为，如果等到9月底、10月
初美国国会仍未就债务上限达成一
致，美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将实质性
上升，并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波动。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 1日通
报，7月31日0时
至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75例，其
中境外输入病例
22例（云南7例，
上海5例，天津3
例，内蒙古2例，
广东2例，浙江1
例，河南1例，四
川1例），本土病
例53例（江苏30
例，河南12例，湖
南 4 例，云南 3
例，福建1例，山
东1例，湖北1例，
宁夏1例）；无新
增死亡病例；新增
疑似病例1例，为
境外输入病例（在
上海）。

8月1日，在
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第228场
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
主任庞星火介
绍，8月1日0时
至16时，北京新
增2例京外关联
本地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和 1例无
症状感染者，均
为湖南省张家界
返京人员，来自同
一家庭。

自7月20日以来，从江苏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开始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已外溢波及安徽、
四川、辽宁、湖南、北京、广东等诸多省市。截至7
月30日24时，疫情相关联的病例已累计报告了
262例。国际机场的疫情防控成为公众瞩目热点。

疫情暴露禄口机场哪些防控漏洞

核酸检测频次不高，导致问题发现延迟。7
月 30 日，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已
完成此次疫情 52 个相关病例的病毒基因的测
序工作，病毒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提示为同一
个传播链。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保洁员病例的
病毒序列与7月10日俄罗斯入境的CA910航班
报告的1例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7月10日发生感染，7月13日
例行核酸检测未检出，到7月20日才发现。经过10
天的隐蔽传播未被发现，疫情蔓延开来。

国际、国内航班未完全隔离导致交叉感染。
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介绍，参加CA910
航班机舱清扫工作的保洁员，在工作结束以后
防护洗脱不规范，可能造成个别保洁人员感染，
继而在保洁员工之间扩散传播。此外，她说，这
些保洁员同时承担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垃圾清
运，机场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接触保洁员或被污
染的环境而感染。

另据禄口机场内部工作人员透露，引入病
毒的俄罗斯航班还装载了印度货品，而疫情之
前该机场的国际、国内货物也是混淆卸载，没有
明确区分。国际、国内航班的地勤保障人员和货
物未完全隔离，为病毒从国际航班蔓延至国内
航班埋下祸根。

闭环管理不到位，导致员工、家属交叉感
染。根据南京市公布的机场部分感染疫情的保
洁人员行踪轨迹，记者发现，这些保洁员大都每
日往返于机场和家中，没有进行闭环管理。这导
致疫情快速在家庭、社会接触中传播。

国际机场防控需突出梳理几个重点

目前，我国防控的重点是外来输入疫情，国际
机场是关键节点。7月28日，民航局召开民航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民航局局长冯正霖说，要
重点督促加强地面保障人员防控措施落实，做到
空中防控力度不减、地面防控措施更严。特别是要
加强对机场运行区内工作的第三方外包业务人员
的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完善管理措施。

他还说，要对直接接触国际旅客、货物的保
障人员实施封闭管理，保证国际和国内航班的
工作人员不交叉，工作区域和休息区域严格区
分，工作期间集中住宿，工作场所与居住地之间
点对点转运，当班期间不得与家庭成员和社区
普通人群接触。

一些专业人士分析说，目前国际上疫情传
播依然严重，病毒不断变异，作为境内与境外出
行服务的一个交叉点，国际机场辐射能量大、范
围广，如果一个环节失守，造成的影响将不可估
量。因此，必须压实压紧责任，逐一梳理机场内
国际、国内航班人员、货物交织点，建立“防火
墙”，将两者严格隔离开来。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北京日报客户端

国际机场成疫情传播重要场所

应如何应对？

7月31日0时至24时，江苏省扬
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2 例。8 月 1
日，该市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核酸检
测，并关闭城市出口，停止市内公共
交通，旨在切断传播链、扑灭疫情。

7月31日晚，扬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第5号)，全面从严从紧从实强化疫情
防控工作，对主城区按下了“暂停
键”。其中，除了对各类城市交通出口
进行严格管控，对有确诊病例或无症

状感染者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之外，
主城区内所有公交车、巡游出租车、
网约车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
车临时停运，服务类场所除农贸市
场、超市、药店外临时关停。

8 月 1 日，扬州启动新一轮大规
模核酸检测，力争一天完成采样，
一天出结果。此前，扬州市已完成
首次大规模核酸检测，在两天左右
的时间里，共开设 340 个采样点，快
速完成了主城区 170 万人的核酸检
测工作。

记者8月1日从河南省政府新闻
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 月 1 日 0
时-15时，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
例（商丘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郑
州、驻马店各1例）。

河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赵东阳
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
说，郑州疫情发生后，河南省疾控中
心实验室人员进行病毒测序，并与近
期境外输入病例毒株比对分析，从目
前结果来看，本次疫情主要为新冠病

毒德尔塔毒株引起。
此次疫情主要发生在郑州市第

六医院内部，涉及人群包括保洁人
员、医务人员，呈现局部散播状态。商
丘新增的1例新冠确诊病例，家属在
郑州六院住院曾陪护。

郑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松强介
绍，郑州此次疫情与南京、张家界等
地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较，有以下特
点：传播速度快；多数病例病毒核酸
检测 ct 值较低，意味着病毒载量高，
可能面临转阴时间较长。

8 月 1 日上午，北京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百一十二
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
控协调机制第六十三次会议召开，调
度疫情处置工作，研究进一步从严从
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的措施。

会议指出，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
性疫情，本市再次出现京外关联本地病
例，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
增大。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警惕起来，严
防死守、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最严
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
好首都防控工作，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

道，严防疫情扩散蔓延，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首都安全。

会议强调，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
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
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
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
同时，要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
批、谁负责”要求，严格进出京管理。
在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
员原则上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市。本市确诊病例住所及单位所在
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出京。

北京/ 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确保首都安全

河南/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 疫情主要为德尔塔毒株引起

江苏/ 扬州市新增12例确诊 主城区按下“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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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成立看守政府 敏昂莱任总理

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10万
创2月7日以来新高

7月31日，北京，地铁入口，提醒乘客保持距离的标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