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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速读

人为失误致伊朗误击
乌航客机 伊朗民用航空组
织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导
弹发射台错位、士兵与指挥
官沟通不畅、士兵未经授权
按下发射键等原因导致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年年初误
击乌克兰航空公司一架客
机 。 乌 航 这 架 波 音
737-800型客机1月8日从
伊朗首都德黑兰霍梅尼机场
起飞后不久坠毁，176名乘客
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三天后，革命卫队空天部队
司令承认，部队误把客机当
成“敌对目标”，发射导弹将它
击落。（摘编自《成都商报》）

悉尼将向入境者征收
隔离费 澳大利亚最大城市
悉尼18日起将向境外飞抵
悉尼的个人征收数千美元
费用，用于他们14天强制隔
离期间的支出。按照相关
通告，入境悉尼的个人需缴
纳 3000 澳大利亚元（约合
1.46万元人民币），用作14
天隔离期间滞留酒店的费
用，一对伴侣需缴纳 4000
澳元（1.95万元人民币）。（摘
编自《羊城晚报》）

埃及出于安全考虑禁
止放风筝 受新冠疫情和埃
及政府施行严格宵禁措施影
响，埃及青少年日常娱乐活
动选择受限，不少人迷上放
风筝。不过，埃及执法部门
近期认定这项活动“危及儿
童和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并
逮捕了一批风筝制作人和商
贩，有的地方甚至对违反禁
令、执意放风筝的人处以罚
款。在议员哈立德·阿布·
塔利布看来，放风筝“威胁国
家安全”，原因是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可能把摄像头安装在
风筝上，进而偷拍埃及政府
建筑。（摘编自《都市快报》）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
部官网发布消息称，从2017年
开始，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组
织开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工作，历时3年，这项工作
于2019年底已基本完成。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农村集体资产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资
源性资产，第二类是用于集体
统一经营的经营性资产，第三
类是用于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
资产。截至2019年底，全国拥

有农村集体资产的有 5695 个
乡镇、60.2万个村、238.5万个
组。据清查，全国共有集体土
地总面积65.5亿亩，账面资产
6.5 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3.1 万亿元，占 47.4%；非经营
性资产3.4万亿元，占52.6%。
集体所属全资企业超过1.1万
家，资产总额1.1万亿元。

该负责人表示，从资产构
成看，农村集体资产中的经营
性资产是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
来源，其中，预期可带来收益的

厂房、商铺、机器设备等经营性
固定资产超过1万亿元。未承
包到户的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等集体土地资源共有15.5亿
亩，其中，有36%对外出租经营
或投资入股到新型经营主体。
但他同时表示，“村庄之间资产
分布还不均衡，有超过3/4的资
产集中在14%的村。从资产经
营收益看，有 10.4%的村收益
在50万元以上，主要集中在城
中村、城郊村和资源充沛的村
庄”。（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

全国农村集体家底摸清

本报讯 最近，以中国中
免、王府井、百联股份、凯撒旅
业等为代表的免税概念股票持
续大涨，引发人们对市内免税
市场的关注。

我国市内免税店分为离
岛免税店、归国人员市内免税
店和出境市内免税店三种。其
中，归国人员针对 180 天内有
（非港澳）出入境记录的中国公
民，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
和港中旅集团拥有免税牌照。
出境市内免税店则针对出境外
国旅客，目前中国免税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北京、上
海、青岛、大连、厦门等城市的
免税经营牌照。但目前仅离岛
免税店的业绩较为可观。

今年3月13日，国家发改
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其中
提到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
坚持服务境外人士和我出境居
民并重，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
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
店，根据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
消费升级情况，适时研究调整

免税限额和免税品种类等。
在这一消息的刺激下，王

府井、百联股份等百货商最近
相继提出了免税资质申请。多
名免税领域专家均认为，下半
年出台市内免税店新政策的可
能性很高。招商证券分析师李
秀敏认为，目前韩国市内免税
店购物对象已覆盖本国居民和
外国游客，我国可能会效仿这
一做法，在免税金额和品类上
或将有所放宽，出境店的购物
对象也可能会放宽至国人。（摘
编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市内免税店新政呼之欲出

本报讯 近日，国家医疗
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
导中心发布文件——关于委托
开展《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
带量采购方案（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函。文件显示，国家医保局将
从冠脉支架入手探索开展国家
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并委托中国医疗器械行业
协会、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征求
行业意见建议。

据报道，此前，已有江苏、
山西等地以省为单位自行开展
过耗材领域的带量采购，多省
冠脉支架中标产品平均降幅达
50%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此
次以冠脉支架首先开启带量采
购，主要是考虑到其标准化程
度高、使用量大、占用医保额度
高的特点。

目前，我国每年冠心病介入
数量已经达到全球最多。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此前发

表的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内
地全年冠心病介入例数达到
91.53万例，平均置入1.46枚支
架。全年支架使用量估计为
133万枚左右。不同于其他高
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领域已经
基本完成国产替代，进口品牌美
敦力、波士顿科学、雅培等产品
市场份额仅30%左右，70%左
右的市场份额被包括微创医疗、
乐普医疗、吉威医疗等国内厂家
占据。（摘编自《中国经营报》）

心脏支架价格有望大幅下降

■数字中国

13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

日发布《茅台窝案背后》一
文，以茅台集团及子公司
高管接连落马，警示靠企
吃 企 问 题 。 据 统 计 ，自
2019年5月茅台集团原党
委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
被通报“双开”至今，茅台
集团及其子公司已有至少
13名高管被查。

0.3厘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日前发布“生
命早期千天计划”的最新
研究成果：与 2005 年中国
婴幼儿生长数据相比，新
华医院跟踪的“上海优生
儿童队列”数据显示，男孩
身高中位数平均提高了
0.3厘米，女孩身高中位数
平均提高了 0.5 厘米；男
孩体重中位数平均提高了
0.25 公斤，女孩体重中位
数平均提高了0.34公斤。

270万元
7 月 12 日，浙江新增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例。据悉，该患者是一
名在非洲加纳经商的45岁
浙籍男子，6月17日，他在
加纳出现发热、咳嗽、胸
闷、气急等症状。7 月 10
日，他花费 270 万元（其中
保险公司承担100万元）独
自包机回国，途中相关工
作人员已做好防护，国内
无密切接触者。

近段时间，我国南方地区
持续强降水造成的大面积汛情
牵动全国人民的心。针对当前
汛情形势，水利部于12日将水
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
至Ⅱ级。今年的防汛压力会比
1998年更大吗？

今年降水颇为集中

7月13日上午，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
会，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介绍，
6 月份以来，我国强降雨都集
中在长江、太湖等流域，累计降
雨量比多年平均要多 5 成以
上。其中最大的一个点在江西
婺源，降雨量达1966毫米，相
当于北京3年的降雨量。

由此也导致洪水比较集
中。6月以来，珠江的西江、北
江以及黄河上游、长江和太湖
都发生了 1 号洪水，全国有
433 条河流超警，其中南方有
422 条，除了黄河等流域的几
条以外，其他都在南方。

值得注意的是，从 6 月 2
日至7月12日6时，中央气象
台已连续40天发布暴雨预警，
成为2007年开展暴雨预警业
务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气象
数据显示，6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达到
369.9毫米，较1998年同期偏
多 54.8 毫米，为 1961 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多。

强降雨跟大气环流有关

我国南方地区6月以来出
现的强降雨过程，其频繁性不

仅体现在强降雨过
程多，而且强降雨
一轮接一轮，间歇期
非常短。中央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马学
款解释，这主要与今
年 6 月以来的大气
环流形势有关。

具体来说，今
年 6 月以来，对我
国影响巨大的西北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比往年同期
势力偏强，其外围的西南气流
将来自孟加拉湾和我国南部
海区的充沛水汽输送到我国
南方；同时，北方的冷空气活
动也比较频繁，造成了冷暖空
气在南方地区持续交汇的局
面，由此导致强降雨过程频繁
而持续发生。

洪灾损失会小于往年同期

今年汛情影响大、范围广，
许多人自然而然将其与 1998
年的特大洪水相比较。对此，

国家减灾委员会秘书长、应急
管理部副部长郑国光表示，从
气象角度来说，目前出现类似
1998 年那种持续两个月集中
降水的可能性不大。他强调，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利
工程建设，现在防洪调度的能
力比1998年强得多，我国防洪
抢险的能力更强，今年洪灾损
失会明显小于往年同期水平。

对于下阶段的防汛抗旱
重点，叶建春称，根据近期水利
部和气象局会商预测，预计黄
河中游、海河南系、松花江、辽
河、长江、淮河、太湖等流域都有
可能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长
江和太湖现在水位已经比较高，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北方
河流可能会发生区域性洪水，
因此下一步在继续做好南方河
流防汛的同时，要加强北方地区
的防汛准备。另外，北方地区同
样要盯着超标洪水、水库失事、
山洪灾害“三大风险”。（摘编自

《中国气象报》《北京晚报》）

长江流域降水强度历史罕见

7月8日，浙江新安江水库9个泄洪闸孔全
开泄洪，系该水库1959年9月建成以来的首次

●国家卫健委13日发
布《关于全面推进社区医
院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
社区医院要提高门诊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
康复等服务，鼓励结合群
众需求建设特色科室，有
条件的可设立心理咨询门
诊；加强住院病房建设，合
理设置床位，主要以老年、
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
为主，鼓励有条件的设置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
床位，并结合实际开设家
庭病床等。（摘编自国家卫
健委网站）

●中央政法委日前透
露，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试点工作已启动，将对
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违规经商办企业，
违规参股借贷，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
营活动，违规违法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有
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
不究等 6 类顽瘴痼疾进行
集中整治。此外，试点工
作将突出抓好清除害群
之马、弘扬英模精神、提
升能力素质等任务。（摘编
自《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