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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华区新鸿路地铁口成钢商
厦B座2-4层招租 ,临街 ,权证齐
(国企),商办;钢构建筑，2516平方
米， 租期5年。 联系人李先生，
15902857009
●青白江青江中路 336号办公
楼2-5层出租 ,临街 ,权证齐 (国
企 ),1964平方米 ,租期5年。联 系
人余先生,电话13882086069
●青白江教育街 115号办公楼
2-6层出租 ,临街 ,权证齐 (国企
),建面2753平方米,租期5年。 联
系人王女士,电话13438153492

声明·公告
●总参信息化部驻成都军代室
财务专用章 （编 号 ：51010950
45449）遗失作废。
●本人周后兰 （身份证号：51
0103197309162822） 不慎遗失原
《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非征收） 补偿安置合同备案
表》（合同备案号 12127899），遗
失作废。
●中海城建 (北京) 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巴中分公司公章（编号
：5119030021284）、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19030021285） 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四川中锦国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 章 编 号 5101150
052098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15
0052099， 李诚法人章编号510
1150052100均遗失作废。
●成都飞扬众合科技有限公司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851
71876）遗失作废。

●公告： 成都市青羊区小关庙
街33号2单元5楼 13号国有直管
公房承租人成都市电表厂违反
国有直管公房租赁合同约定，
长期拖欠该房租金， 且未能在
我局登报公告限定的2022年 6
月 16日前到我局说明该房租赁
情况。 我局决定终止原成都市
青羊区房产管理局与成都市电
表厂就该房建立的租赁关系，
作废就该房签订的国有直管公
房租赁合同， 我局将该房收回
管理。 该房内疑有林炳海遗留
的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请林
炳海或其相关权利人于2022年9
月 30日前到我局认领以上物
品，否则，我局不再承担保管义
务，有权按废旧物品处理。
成都市青羊区住房建设和交通
运输局 2022年8月4日
●成都享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40360521）遗
失作废。
●四川匪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85385848）遗
失作废。
●成都江运安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原法人章（蒋信林）一枚，声
明作废。
●四川乡村基餐饮有限公司郫
都区国宁东路店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245147484遗失作废。
●成都拓普颐德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 （印章编码 ：5101040381
428）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市武侯区阿
尤北斗服饰店（财务专用章编
号 5101003018829、 王 雪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03018830） 上 网
印章遗失，声明作废。
●新都区新繁镇羽翔建材经营
部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413107
98、郑伟法人章编号5101141310
802遗失作废。

●成都宏洲投资有限公司原法
定代表人名章 （谯峰） 编号：
5101008760153遗失作废。
●彭州市蒙阳粮油机面加工厂
阳建富法人章编号 5101829012
197遗失作废。
●成都六顺新材料有限公司法
定 名 称 章 编 号 ：510112900417
7；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29
004178和法定代表人名章 （甘
邯英） 编号：5101129004179遗失
作废。
●成都 卓建材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259910668）遗
失作废。

●成都辉信会务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125011472缴销
回执单于 2021年 10月 1日遗失
作废。
●成都光谷云著科技有限公司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002
19236）遗失作废。
● 锦 江 区 锦 钰 园 艺 场 原 公
章 （编 号 ： 5101049924561）遗
失作废 。
●雷波县顺河乡工会委员会公
章编号5134375000438遗失作废
●雷波县谷米乡工会委员会公
章编号5134375000428遗失作废

近期，气温屡创新高，空调
真是一刻都不能停。吹空调一
时爽，交电费可就有点酸爽了。
有网友收到缴费短信，7月份用
了1165度电，共计734元；另一
位 网 友 一 家 三 口 ，7 月 电 费
671.4元，是6月份的3.5倍。

据四川省气候中心介绍，
在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下，各
类大功率电器频繁使用，造成
用电负荷猛增，7月，全省平均
制冷耗能为近40年最多！

刚刚过去的7月，四川人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烤”验。全省
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达
25.8℃，偏高2℃，其中资中偏
高达3.7℃；全省有77县站月平
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

7月，全省平均高温日数
11.7天，较常年同期偏多8.6天，
为历史同期最多。其中，盆地大
部高温日数10～22天，盆中、盆

东北的高温日偏多了10～15
天。高温打卡“冠军”是泸州古
蔺，高达24天。高温不仅出勤率
高，而且还连着来。7月，高温最
长持续时间全省平均为7.5天，
排同期历史第1位。

7月，四川没有区域性暴雨
过程发生。全省平均降水99.6
毫米，偏少50%，为历史同期最
少，有35县站降水为本地历史
同期最少，威远、资中等地降水
量不足10毫米。

而在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
下，空调、空调扇等大功率电器
频繁且长时间使用。7月，全省
平均制冷耗能为65.7度·日，较
常年同期偏多40.2度·日，为近
40年来最多。制冷耗能最多的
是广安武胜，达157.2度·日，为
全省最多；增幅最大的是内江
资中，偏多99.4度·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8月3日，中国气象局召开8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国
7月天气总体特征，并对8月气候
变化作出预测。针对7月暑热明
显的成因，进入三伏天后的高温
变化，乃至8月整个气温变动趋
势，会上都作出了详细回应。

7月降水少、气温高
全国高温红色预警同比
增幅达753%

“7月我国气候最显著的特
征就是降水少、气温高。”国家
气候中心副主任肖潺在会上介
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统计，7
月全国平均降水量96.6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少20.6％，为1961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少；西藏、四
川、云南均为历史同期最少。

其中，北方地区暴雨过程
多、极端性强。7月，我国出现6
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其中4次发
生在北方，较常年同期偏多1.4
次，而南方区域性暴雨过程较
常年同期偏少2.1次。北方地区
有30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
破7月极值。

夏季高温也备受关注。据
中国气象局统计，7月全国共发
布预警信息6.8万条，其中，高
温红色预警发布量增幅最大，
同比增幅达753％。浙江、四川、
陕西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量居前
三位，其中，四川连续11天（6日
～16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浙
江连续10天（20日～29日）发布
高温红色预警。

就气温来看，7月全国平均
气温23.2℃，较常年同期偏高
1℃，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二高；全国有245个国家气象站
日最高气温突破7月历史极值。

肖潺还表示，7月全国平均
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35℃）
5.6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天，高
温日数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二多（仅次于2017年）。

此外，区域性高温过程也
持续影响我国。据介绍，西南地
区东部、华中、华东和华南大部
地区以及新疆西南部等地高温
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5～10天，
部分地区偏多10天以上。受高
温影响，浙江、上海等南方多地
用电创历史新高，浙江、江苏、
四川等地多人确诊热射病。

今年7月为何暑热严重？
全球变暖是大背景
大气环流异常是直接原因

今年为何暑热严重？是否
属于天气异常情况？肖潺回应
称：“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
次评估报告指出，最近50年全
球变暖正以过去2000年以来
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气候系
统不稳定性加剧。进入21世纪
以来，北半球夏季高温热浪事
件日渐频繁。”

实际上，自6月13日以来，
我国已出现今年首次区域性高
温天气过程。截至目前，全国平
均高温日数8.7天，较常年同期
偏多3.6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多，高温持续时间长，范
围广，极端性强。

另据肖潺介绍，截至目前，
今年高温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
来第3强，仅次于2013年和2017
年。有131个国家气象站最高气
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如河北
灵寿（44.2℃）、藁城（44.1℃）、正
定（44.0℃）和云南盐津（44.0℃）
日最高气温超过44℃；上海徐家

汇站7月10日出现了有气象记录
以来年度最早的一个40℃高温
日，7月13日气温达到40.9℃，追
平当地有气象记录（1873年）以
来最高气温纪录。

“不仅是我国高温频发，北
半球多地出现高温热浪事件，
法国、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
等国多个城市刷新高温纪录。”
肖潺透露，7月9日至10日，美国
南部多地出现40℃以上的高温
天气；7月19日，英国伦敦希斯
罗机场升至40.2℃，为英国自
1841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首
次超过40℃。

至于暑热的原因，肖潺解
释，全球变暖是北半球高温热
浪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景，大
气环流异常则是直接原因，高
压系统强盛导致多地高温突破
历史极值。

据肖潺分析，入夏后，北半
球副热带高压整体较常年同期
偏强偏大，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带、大西洋高压带和伊朗高压
均阶段性增强，在北半球副热
带地区上空形成了大范围的环
球暖高压带。在暖高压带的控
制之下，盛行下沉气流有利于
地面增温，加之在大范围高压
带的作用下，空气较为干燥，不
易形成云，也使得太阳辐射更
容易到达地面，导致高温频发，
且强度较强，进而造成北半球
多地出现持续高温热浪事件。

8月大部地区气温
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眼下，我国已进入三伏天，
8月气温还会飙升吗？我国大
范围的高温何时能够缓解？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
任方翔回应称，今年的高温天
气比较明显，三伏天长达40天，
目前处于中伏时段（7月26日～
8月14日）。

今年入伏以来（7月16日～
31日），全国平均气温22.9℃，
较常年同期偏高0.5℃，为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5高。与常年
同期相比，气温分布特征呈北
低南高。入伏以来，全国有141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
40℃以上，有42站日最高气温
达到或超过同期历史极值。

另据方翔预测，未来10天，
江南、四川盆地、江汉、江淮、陕
西南部、河南等地多高温天气。
但到了8月4日～6日，华南、江
南南部高温天气将短暂得到缓
解。4～7日，京津冀、山东、内蒙
古西部、甘肃西部及新疆东部
等地将先后出现高温天气。

方翔还表示，高温区域的
日 最 高 气 温 一 般 可 达 35～
38℃，局部可达40℃，其中，新
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
41～44℃。从未来10天的预报
来看，我国大范围高温仍无明
显缓解的迹象。

对于8月总体气候，国家气
候中心副主任肖潺表示，预计8
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
年同期到偏高。其中，华东大
部、华中大部、西南东北部、青
藏高原大部及新疆北部等地
偏高1～2℃；东北大部和内蒙
古东部气温偏低。

他同时提醒，8月各地需做
好防暑降温及能源保供工作。
尤其是新疆北部、华东中部、华
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需
关注持续高温对人体健康的不
利影响，做好防暑降温及供电
应急准备工作。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新《反垄断法》本月落地
将带来哪些变化？

进入8月，一系列新规将陆续落地实施。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于本月1日起正式发挥其法律效力。
相对于此前施行了14年的旧版《反垄断法》，新法总共进行了36处修改。从内容看，诸如数字平台经济反垄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安全港”制度等，均是首次出现在《反垄断法》中。
新词入新法的背后，释放着怎样的政策信号？未来平台经济将如何监管？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之下，地方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等垄

断之风如何遏制？带着种种问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对话了多位专家和反垄断从业律师，全面研读新落地的《反垄断法》。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确立
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或有调整……南或有调整……

《反垄断法》素有“经济宪法”之称。
2022年6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反
垄断法的决定。而这也是自2008年8月1
日，我国首部《反垄断法》正式实施以来，
迎来第一次大修且施行。

时隔14年，《反垄断法》为何要重修？
又或者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正面临着怎
样的新“垄断”形式和压力？

“我个人认为，新法修订最重要的背
景，是来自中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的政策要求。”武汉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周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可
以说，眼下一些领域的资本无序扩张，已
经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实
现民族复兴的大局。

垄断行为的查办这些年来一直受到
政策上的关注。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3月
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共查处垄
断案件176件，罚没金额235.86亿元。执法
利剑之下，不少重大典型反垄断案例也
被曝光。

实际上，反垄断、反资本无序扩张，已
然成为近年来的热词。在2020年12月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平台经济反垄
断与资本无序扩张被写入2021年中国经
济工作重点；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
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
垄断指南》；同年11月，国家反垄断局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
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过去社会经济
的规范和发展关系，存在重发展轻规范，
或者只发展不规范、先发展后规范等情
况，因此导致了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
生长，这成为修改反垄断法的重要原因。

对于新法落地后的现实意义，刘俊海
告诉记者，“我认为这能更好地优化自由、
公平的竞争生态环境，让大企业更强，让
中小企业也得到良好的生存空间。”

刘俊海提到，新《反垄断法》在总则
第一条中首次提出“鼓励创新”，而这也
是反垄断的重要途径，“要打破垄断创新
就是必经之路，否则就会出现内卷。”

记者对比梳理发现，相对于此前的
《反垄断法》，新法总共进行了36处修改。
其中，在第一章总则部分，修改或新添内
容就多达8处，包括：在立法目的中加入

“鼓励创新”；加入坚持党的领导和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
位”的要求和2016年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从政策层面正式上升到
法律层面等。

“从本次修法涉及的条文数量来
看，总则部分的修改之处远超四大实体
制度部分，仅次于法律责任部分。”京师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反垄断法律事务部
主任杜广普指出，总则的诸多修改之处
体现了我国竞争政策近年来的发展成
果和深入推进反垄断工作的新的要求，
也为后续进一步完善反垄断规则体系预
留了制度接口。

其中，总则新增的第五条，规定国家
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行政机关
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
职能的组织在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
动的规定时，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在刘俊海看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入法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他分析指出：一
方面其有助于激活市场在资源合理流动
和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市场
的失灵和异化；另一方面能起到预防行
政垄断的作用，警惕地方保护主义、产业
保护主义等。

在周围看来，尽管过去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已然存在，但审查过程还存在各种纰
漏，各地不统一，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
而新《反垄断法》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入
法，则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去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已共同发布《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下称《细
则》）。在对文件解读中，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自2016年该制度建立和实施以来，已
清理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各类政策
措施文件189万件；审查新出台政策措施
85.7万件，发现和纠正违反审查标准的政
策措施4100余件，有效清理废除妨碍全
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
法，有力规范政府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
争，极大激发了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项制度？就是
因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求。”周围
指出，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经济管控的
过程中，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而本次
新法在总则中强调该制度，则是刀刃向
内，政府监管者的自我革命，真正让公平
竞争和产业政策、宏观调控等相关的行
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同频共振。

根据上述《细则》给定的审查标准也
同样要求：坚持全国一盘棋，明确没有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依据，不得
设置不平等的市场准入退出条件、不得
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等，进一
步打破“区域小市场、小循环”，切实维护
全国统一大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数字
经济的健康发展，总则部分专
门新增了第九条——“经营者
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
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
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此
外，新法中第22条还针对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强调
——“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
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关注数字经济反垄断的
核心矛盾，我认为是本次新法
的一大新看点。”刘俊海分析
指出，数字平台滥用技术资本
等优势实施垄断进行无序扩
张，很大程度上会妨碍公平的
竞争秩序，抑制中小微企业创
新发展，扰乱市场公平交易秩
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6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
度报告（2021）》指出，在2021
年全年查处各类垄断案件175
件中，来自互联网行业的各类
垄断案件占比高达74%，互联
网行业反垄断罚没金额占比
则达到92%。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我
国平台经济也进入发展的
换挡提速期。刘俊海强调，
监管者需要依法用好用够
用足法律赋予的指导监管
调节处罚等权限，保护消费
者和中小微企业的合法权
益，旗帜鲜明制裁滥用垄断
优势，排解和限制非自由竞
争的不合法行为。

在去年公布的多起数字
平台经济相关反垄断案件
中，“二选一”限制竞争的垄

断行为成为了执法机构首先
打击的对象。

“当下出台规范数字平台
经济反垄断的法律，可以说是
恰逢其时。”刘俊海表示，诸如
某些互联网平台搜索引擎进
行竞价排名、大平台载客精准
杀熟等行为，背离了消费者切
身利益，而大数据信息采集和
贩卖，则更可能威胁国家利益
和公共安全。

在刘俊海看来，新《反垄
断法》落地，或将起到标本兼
治的作用。他解释称，对于
存量案件，新法生效后，需
纳入新的法治轨道一一处
理取得相应效果；对未来新
增的行为，也同样能实现有
法 可 依 ，同 时 用 好 行 政 手
段，从源头治理。“我们期待
看到互联网行业扭转劣币驱
逐良币的效应。”

而在周围看来，前期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
断指南》，在实际操作层面上
为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提供
了依据，但此次将其写入法
律，其显性效果会更加明确，
同时有力回应了数字经济发
展当中的常见问题。周围认
为，后续平台经济反垄断指
南或也会在新法指导下进一
步调整。

就在新《反垄断法》落地
第一天，最高人民检察院8
月1日公开表示，检方将重
点关注互联网、公共事业、
医药等民生保障领域，积极
稳妥开展反垄断领域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垄
断法》第二章第18条中，除
了给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
相对人达成垄断协议”的具
体分类，同时特别强调了经
营者若能够证明相关非垄
断效果或非垄断行为，则不
予禁止。在业界，这被称之
为“安全港”制度，而这也是

“安全协议”首次被写入反
垄断法当中。

对此，杜广普告诉记者，

引入“安全港”制度是反垄断
工作迈向“深水区”，更加深
入、精准的体现。

具体来看，杜广普认为，
“安全港”制度的正式确立，
意味着反垄断规则的细化，
同时也给企业的商业行为
以更为清晰的指引，提高法
律的确定性和执法活动的
可预期性。

那么，“安全港”制度的确
立，会让企业更“安全”吗？

回顾本次修法过程，“安
全港”制度首次公开出现在
2021版修正草案中，其第十九
条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其
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
的标准的，不适用本法第十六
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
定，但有证据证明经营者达成
的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的除
外”。根据该条规定草案，“安
全港”制度可适用于横向、纵
向两类垄断协议。

在最终的修法决定中，
“安全港”制度的适用范围
被限缩在了纵向垄断协议
之上，具体适用行为类型及
标准有赖市场监管总局进
一步明确。

在杜广普看来，随着“安
全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反
垄断执法机构将有更明确的
依据和更大的动力将执法活
动深入到此前鲜少涉及的纵
向非价格垄断协议这一“深水
区”。由此，对于企业来说，此
前模糊的、理论上的纵向非价
格限制相关的风险也将变得
更加清晰和现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杨雨奇 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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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何入法？
专家专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求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求

A 时隔14年，《反垄断法》为何重修？
专家专家：：中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C 如何“把数字平台经济关进反垄断笼子”？

专家专家：：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或迎新调整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或迎新调整

D “安全协议”入法，企业更安全了吗？
律师律师：：给企业的商业行为更清晰的指引给企业的商业行为更清晰的指引

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高温日数8.7天，
较常年同期偏多3.6天

全国大范围高温
未来10天无明显缓解迹象

7月四川平均制冷耗能创近40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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