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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9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
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近日出台
措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
银行专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
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部分房地产企业长期依赖高负
债、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模式，在
疫情冲击和市场下行压力加大的情
况下，销售回款不畅、新增融资受
阻，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部分已售
商品住宅项目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停
工或逾期交付，损害购房人合法权
益，影响社会稳定。

房地产企业作为保交楼的责任
主体，积极处置资产、多方筹措资

金，努力完成保交楼任务。地方政府
为了防范房地产企业风险外溢，切
实承担“保交楼、稳民生”的属地责
任，帮助企业做好保交楼工作。目
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各地保交楼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资
金压力。

据悉，此次专项借款精准聚焦
“保交楼、稳民生”，严格限定用于已
售、逾期、难交付的住宅项目建设交
付，实行封闭运行、专款专用。通过
专项借款撬动、银行贷款跟进，支持
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
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稳定大局。

据新华社

国家药监局网站19日发布《国
家药监局关于正式实施化妆品电子
注册证的公告（2022年第64号）》，具
体内容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决策部
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
法》《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管理办法（试行）》《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电子证照管理办法
（试行）》等，现就正式实施化妆品电
子注册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2年10月1日起，按照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获准注
册的特殊化妆品和化妆品新原料，及
获准注册证变更、延续的特殊化妆
品，发放电子注册证。此前已发放的
纸质注册证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二、自2022年10月1日起，获准

注册证变更的特殊化妆品，注册人
（境内责任人）应当按照《化妆品注
册备案管理办法》《化妆品注册备案
资料管理规定》等规定，向国家药监
局行政许可事项受理服务部门交还
其持有的纸质注册证。

三、特殊化妆品和化妆品新原
料电子注册证生成后将推送至注册
人（境内责任人）网上办事大厅的法
定代表人空间，推送成功即送达，注
册人（境内责任人）可登录领取。

四、注册人应当正确使用和妥
善保管电子注册证，电子注册证可
实现即时领取证书、短信提醒、证
书授权、扫码查询、在线验证、全网
共享等功能，涉及电子注册证获
取、使用等相关问题解答可查看网
上办事大厅“电子证照常见问题解
答”栏目。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

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新冠肺炎
感染者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
分别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多个不
同亚分支。病毒学专家表示，新冠病
毒持续变异，与此前流行的奥密克
戎毒株相比，传播力和致病力并未
减弱，对老年人和基础病人群仍具
较大威胁。

8月9日，拉萨通报当地疫情的
感染病毒为奥密克戎BA.2.76亚分
支。10日，乌鲁木齐通报当地疫情的
感染病毒为奥密克戎BA.5.2亚分
支。16日，西安通报当地有确诊病例
感 染 病 毒 为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BA.5.1.3亚分支。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
董小平表示，部分奥密克戎变异株亚
分支的免疫逃逸能力出现明显增强，
人群发生再次感染的风险有所增加，
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更大挑战。

“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关
注到了新变异株的监测和溯源问
题，比如病毒基因变异的监测。”董
小平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处置过程
中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早发现”，
所以在第九版防控方案中开展了
人、物、环境等8大类多渠道的监测
预警。这些要求落实到位，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防控是行之有效的。

据新华社

征求意见稿明确，由四川省医疗
保障局牵头组建种植牙耗材省际采购
联盟，各省份均应参加。具体采购方案
由四川省医疗保障局会同各联盟省份
医疗保障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

种植牙集采以成套的种植体系统为
单元，包含种植体、修复基台，以及覆盖螺
丝、愈合基台、转移杆、替代体等配件。

征求意见稿明确，各地对辖区内
具备种植牙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进
行广泛动员，组织公立医疗机构全部
参加种植牙耗材集中采购，全力动员
民营医疗机构参加。

原则上各统筹地区参加此次集

采的医疗机构数占开展种植牙服务
医疗机构的比例应达40%以上，或本
区域报送需求总量占上年度实际使
用总量的比例达50%以上。

此外，各地医疗保障部门要以地
市为单位建立口腔种植的价格异常警
示制度，将价格投诉举报较多、定价明
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拒绝或消极参
与种植牙集采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列
入价格异常警示名单，并每季度在当
地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公开通报。

根据文件，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
或书面信函的方式提出反馈意见，截
止时间为2022年8月27日。 据新华社

常州案和合肥案均翻供

常州案中，劳荣枝在二审期
间提到，在常州案案发后，她和法
子英曾到过广西、汕头、杭州等
地，她因为要生活，所以去常州工
作谋求生活，而非坐台物色对象。
刘甲主动联系上她，她在法子英
的胁迫下“不能思考”，每天被动
上班并汇报上班的情况。

庭上，劳荣枝还说，刘甲进入
出租屋后，法子英拿着刀威胁他，
铁丝也是法子英准备的，法子英
让她捆绑刘甲，她才捆绑刘甲的
脚，否认捆刘甲的手。法子英下楼
挪车的时候，让她看着刘甲别跑，
她拿过老虎钳吓唬刘甲，因为她
担心刘甲逃跑法子英会追责于
她，所以才这样做。

劳荣枝庭上否认捆绑刘甲妻
子刘乙，还否认刘乙证词中说听
到她和法子英用家乡话交谈，称
她和法子英都是说普通话，且她
现在一句九江话都不会说了。

劳荣枝认为侦办人员经常误
解她的意思，所以笔录和她的语
言有一定出入。她所说的“心照不
宣”，是以为她和法子英只是通过

“仙人跳”劫财，并非到故意杀人

的程度。在检察院罗列她在此案
的大量供述内容，例如“每天的工
作就是坐台，然后向法子英汇报
工作情况”“这个男的反抗了一
下，然后我把这个男的的手脚捆
绑”等供述，她都认为有出入。

庭上，劳荣枝称知道合肥案杀
人，且对她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所以合肥案是她印象最少的一个
案件。她否认合谋杀害殷某，并称
告知过殷某没钱。法子英定制铁笼
也是因为她想养狗，只是还未来得
及买狗。关于给被害人殷某妻子字
条上新增的“少一分钱我就没命
了”“他的同伙一定会让我死得比
刚才那个人还快”的字迹（已鉴定
与劳荣枝笔记吻合），她称记不清
是否是自己添加的。

回怼公诉人“问法子英去”

劳荣枝在庭审中语出惊人，
有参与旁听人员一度被惊到。

在公诉人提到，劳荣枝曾说
在央视《今日说法》的节目中看到
7人死亡的情况，只是不知道哪些
人死了。劳荣枝否认自己这样说，
说只知道法子英被枪毙，她还说

“如果让我来主导，我根本不会实

施这样低智商的犯罪”。
当她提到她知道合肥案被害

人殷某很瘦，没钱，法子英太疯狂
不听她的仍选殷某作案时，她说
自己交朋友会选择优秀的人，还
说“如果让我来选，我至少要找一
个身家几千万元、上亿的人”。

当公诉人问到一些细节的时
候，劳荣枝回怼，让公诉人“问法
子英去”。

对于劳荣枝在庭审中的表现，
参与旁听的南昌案被害人熊某的
弟弟表示，他曾参与一审的旁听，
觉得劳荣枝这次表现更强硬了。劳
荣枝很多细节都翻供了，把事情都
推到法子英身上，他认为劳荣枝是
在骗人。对于劳荣枝否认参与捆绑
熊某的细节，他认为一个人根本无
法绑架身形高大的熊某，劳荣枝的
目的是为了保命。熊某的弟弟希望
劳荣枝能判死刑，这样才能给哥哥
一家一个交代。

此次参与旁听的还有一名70
岁的老人，老人系厦门人，自劳荣
枝在厦门落网后开始关注此案，
此次专程来法院参与旁听，“想看
看这个女的到底怎么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
卿媛 实习生 曹闳禹

第二天庭审回顾
劳荣枝回答检方讯问态度强硬不配合

8月19日9时，劳荣枝案庭审继续开庭，对常州绑架案进行举
证质证。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劳荣枝态度强硬。因为劳荣枝推翻了
之前大部分的供述，导致了检辩双方一度对峙。

两名笔迹鉴定人出庭作证
证明合肥案字条上的笔迹系两个人

二审中，法庭对“合肥绑架杀人案”进行举证质证，因劳荣枝的
辩护人对一审判决合肥案中关于“殷某写给妻子的字条上有劳荣枝
自行添加的字迹”这一认定有异议，认为不是劳荣枝所写，合议庭请
来两名笔迹鉴定人出庭作证。两名鉴定人当庭陈述，字条上“这件事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现在放下电话，晚15分钟我就没命了，他们一
定会让我死的（得）比刚才那个人还惨”等内容系两个人的笔迹。

这口牙太贵？专项治理！
规范口腔种植医疗服务和耗材价格

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意见
■ 为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缺牙修复

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18日发布《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
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 征求意见稿共四部分12条，重点是规范口腔种植收费
方式、做好口腔种植等医疗服务价格调控、开展种植牙耗材集
中采购、实施口腔种植收费综合治理等，促进口腔种植的健康
有序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深，口腔种植领域收费不规
范、费用负担重等问题成为困扰群众
的民生痛点。

在规范口腔种植收费方式方面，
有序推进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技耗分
离”。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口腔种植医疗
服务，主要采取“服务项目+专用耗材”
分开计价的收费方式，即种植体植入
费与种植体耗材系统价格分开计价；

牙冠置入费与牙冠产品价格分开计
价；植骨手术费与骨粉价格分开计价。

对于目前耗材合并在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中收费的情况，实行“技耗分
离”时，应按照扣减相关耗材线上采购
均价的方式，同步下调项目价格。

此外，种植牙牙冠将实行挂网采购，
公立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自主选择，
并按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并整合
口腔种植涉及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种植体服务项目与专用耗材分开计价

征求意见稿明确，各地医疗保障部
门要以单颗常规种植为重点，明确全流
程价格的调控目标，指导集中带量采购、
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以及加强口腔
种植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等整治工作。

种植体植入费、牙冠置入费、植
骨手术费等口腔种植项目实行政府
指导价管理的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在
规范价格项目的同时，重新制定公布
政府指导价。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费用负担重

的种植体植入费、牙冠置入费、植骨
手术费要以降为主。其中，公立医疗
机构政府指导价显著高于本地区民
营医疗机构平均价格的要重点降价。

同时，加强民营医疗机构口腔种
植价格监管和引导。民营医疗机构口
腔种植牙等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定价应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和质
价相符的原则，并主动在明显区域公
示价格水平，并保障公示信息的真实
性、及时性、完整性。

做好种植牙全流程价格调控

种植牙耗材将开展集中采购

劳荣枝二审语出惊人
“不会实施低智商犯罪”

受害人家属：她在骗人，目的是保命

备受关注的劳荣枝涉嫌故
意杀人、抢劫、绑架案二审8月
18日开庭，8月19日9时继续开
庭审理。19日上午法庭就“常
州案”和“合肥案”进行了审理，
“常州案”已进行询问和质证，
“合肥案”中仅进行了辩护人询
问，中途宣布休庭，下午继续开
庭审理。被害人熊某家属、劳荣
枝的家属以及部分记者、群众
旁听了庭审。

昨日下午，检辩双方就合肥
案中“殷某的死亡时间”“殷某系
法子英、劳荣枝二人共同杀害”
“装有小木匠陆某某尸体的冰柜
系劳荣枝购买”“合肥中级人民
法院和南昌中级人民法院的生
效判决上，同一案件认定内容不
一致”等几项内容进行了几轮举
证质证，双方争议较大。

本次庭审中，劳荣枝否认了
此前一审认定的多项细节，否
认犯故意杀人罪，并认为绑架、
抢劫行为也是受法子英逼迫，
她并未共谋，不是主犯，而是胁
从犯。本次开庭劳荣枝情绪稳
定，面对公诉人态度强硬，但谈
及法子英伤害她和她家人相关
话题时，仍会情绪激动哭泣。

多部门出台措施
推进“保交楼、稳民生”工作

国家药监局：
10月起化妆品电子注册证正式实施

新冠奥密克戎病毒持续变异
对老年人和基础病人群威胁仍较大

记者19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针对当前全国汛情旱情叠加的严峻
形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要求加强水旱灾害风险防控。

据介绍，近期，西北、华北、东北
部分地区将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
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致灾性
强。与此同时，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
游一带高温干旱持续发展，受旱面
积、影响人口不断增加。全国防汛抗
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要求，盯紧新一轮强降雨，做好防
范应对工作。特别是内蒙古、山西、
陕西、河北、天津、北京等相关地区
要充分认识新一轮强降雨落区与
前期高度重叠，降雨地区土壤饱
和，再遭遇极端强降雨，致灾风险
将进一步增强的严峻形势，高度警
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型水库和山
塘淤地坝安全风险隐患，全面做好
防范应对工作。尤其是各级责任人
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推动落实
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叫应”机
制和面向社会的预警渠道，确保预
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辽
宁绕阳河和新疆塔里木河要继续
加强超警超保河段巡查防守，不能

有丝毫松懈。
同时要统筹落实抗旱减灾工

作。高温干旱地区要充分发挥水利
工程综合减灾的作用，做好水源优
化调度工作，千方百计增辟抗旱水
源，落实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措施，
必要时组织应急拉水、送水，把确
保群众生活用水摆在首要位置，最
大限度地满足工农业生产用水需
求。旱区要谨防旱涝急转，做好应
对准备，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确
保安全。

两部门还要求继续做好青海大
通县山洪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工
作。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
统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基本生活
保障和卫生防疫工作；密切监视近
期雨情水情变化，进一步开展隐患
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据了解，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
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辽宁、黑龙江、陕西、甘肃等地的防
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
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等
省份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
总工作组、专家组继续在青海、河北
和新疆指导防汛抢险工作。

据新华社

两部门：
加强水旱灾害风险防控

记者19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已于
近日公布《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
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
明确建立全国及地方碳排放统计核
算制度。

碳排放统计核算是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制定政
策、推动工作、开展考核、谈判履约
的重要依据。

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基本建
立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衔接顺畅的
部门协作机制，初步建成统一规范
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到 2025

年，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
系进一步完善，数据质量全面提高，
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全面、科
学、可靠数据支持。

方案明确建立全国及地方碳排
放统计核算制度、完善行业企业碳
排放核算机制、建立健全重点产品
碳排放核算方法、完善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编制机制等四项重点任务，
提出夯实统计基础、建立排放因子
库、应用先进技术、开展方法学研
究、完善支持政策等五项保障措施，
并对组织协调、数据管理及成果应
用提出工作要求。 据新华社

我国将建立
全国及地方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