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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0年法治建设“成绩单”来了
连续 13 年向国内外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 白阳）中国法学会日前
发布《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20）》，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年
度报告连续 13 年向国内外发布。
报告全文共约 6.1 万字，系统、全面反映了 2020 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实践成就。报告内容包括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
依法行政，政法领域改
革，审判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工作，人权法治保障，知识产权
保护，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法治宣传、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国
际交流与国际合作等部分。报告指出，2020 年是中国法治建
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

上半年铁路发送旅客超13亿人次
同比增加 5.48 亿人次 同比增长 67%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1 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
旅客 13.65 亿人次，
同比增加 5.48 亿人次、增长 67%。
铁路部门“一日一图”灵活安排运力，精准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二季度，全国铁路日均旅客发送量达到 903 万人次，较
一季度增加 298 万人次，增长 49.3%。其中，5 月份旅客发送
量达到 2019 年同期的 95.5%；单日客流首次突破 1800 万人
次，创下历史新高。

北京拟发文规范新建商品房销售
杜绝“货不对板”严禁虚假不实宣传
7 月 11 日，市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门诊贴“三伏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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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伏：
7 月 11 日 至 20 日
中伏：
7月21日至8月9日
末伏：
8 月 10 日 至 19 日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11
日至13日，
黄淮北部、
华北
大部、
东北地区南部等地将
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其
中，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
北部、
河北中南部沿山一带
和东北部、
山西东部等地部
分地区有大暴雨，
沿太行山
东麓局地有特大暴雨。

11 日入伏。入伏后，我们将迎
来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最潮湿闷热的
日子。在持续 40 天的伏期里，高
温、高热、高湿的
“桑拿天”
将频繁出
现。今年伏期天气气候怎么样？和
往年相比有何特点？
国家气候中心针对今年盛夏全
国气候趋势预测的会商显示，盛夏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到偏高，新疆大部、黄淮、江淮、江
汉、江南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
偏多，将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
高压共同作用影响，
今年伏期我国受
高温影响的区域更为显著。
”
国家气
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说，
“近期，
伴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第二次
北跳，
梅雨结束，
受副高控制的黄淮、
江淮、
江南等区域将出现高温天气。
”
与伏天同时
“上场”
的还有强降
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1 日至 13
日，黄淮北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
南部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
其中，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
河北中南部沿山一带和东北部、山
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沿
太行山东麓局地有特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
表示，华北雨季的平均时段为 7 月
18 日至 8 月 18 日，本次强降水过程
相对于华北雨季平均开始时间稍微
偏早一些。预计本次降水过程后，
华北雨季将正式开启。
“预计今年东亚夏季风偏强，
主
要多雨区在我国北方，其中华北和
东北地区出现强降水的可能性较
大。
”
陈丽娟说，进入主汛期以来，
东
北、华北大部、江淮大部等地降水较
常年同期偏多；
西北大部、江南中南
部和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少，局
部地区出现气象干旱。
“随着盛夏台风活动加强，
华东沿
海、
华南南部等地降水将有所增多。
”
陈
丽娟表示，
预计盛夏时段，
我国将呈现南
北两条多雨带布局，
以北方雨带为主。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与常年同期相比，今年盛夏内
蒙古中西部和东北部、甘肃东北部、宁夏、陕西北部、黑龙
江等地降水偏多 2 至 5 成；新疆东北部和江南南部降水
明显偏少的可能性较大。
进入伏期，酷暑难耐。专家提示，
伏天既要防高温中
暑，
更要科学防
“寒”
。切忌贪凉洗冷水澡、长时间吹空调
等；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少寒凉，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同
时，汛期降水增多，公众应密切关注当地临近天气预报，
降低强对流天气等对人身安全、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 143 号

邮政编码:300070

新闻协调中心:23602716

新华社发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 刘夏村）记者 11 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鉴于当前防汛形势，国家防总根据《国家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于 11 日 17 时启动防汛 IV
级应急响应，增派 3 个工作组分赴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协
助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
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东

北地区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山西东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
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中南部沿山一带，
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太行山东麓局地特大暴雨。
据水利部门通报，受强降雨影响，
四川渠江上游干流及支
流、陕西汉江支流、甘肃疏勒河支流等 14 条中小河流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海河流域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水利部 11 日召开会商会强
调，11 日至 12 日海河流域预计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
程。受其影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相关各地须将防御措施落到实处。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11 日，海河流域大部、黄河潼关
以下流域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西部南部、山西东
部、河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12 日，海河流域
北部及辽宁西部、山东中部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北
京大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受强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漳卫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
河、北三河、滦河，黄河流域山陕区间、渭河、汾河、沁河、伊
洛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会商指出，海河流域河流源短流急，洪水突发性
强，此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局地暴雨强、防范难度大，防汛
形势不容乐观。
水利部要求相关各地将防御措施落到实处，密切监视雨
情、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严格落实小
型水库和病险水库安全度汛措施，重点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和
山洪灾害防御，提前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蓄
滞洪区能够安全正常启用。
当天，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
响应。北京已启动防洪Ⅲ级应急响应，
天津和河北分别启动水
旱灾害防御Ⅲ级和Ⅳ级应急响应，
为迎战本轮强降雨做好准备。
目前，
水利部维持Ⅳ级应急响应，
有 6 个工作组在北京、河
北、
四川、
重庆、
江苏、
黑龙江等地指导协助地方开展防汛工作。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天津 7 月 11 日电（记者 黄江林）记者 11 日从水
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
7 月 11 日至 13 日，
海河流域自西
南到东北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委根据相关规程，
决定自 7 月 11 日 14 时起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协同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河南、
山东等地水利水务部门和
海委直属各管理局，
共同应对海河流域入汛以来最强降水。
根据海河流域气象中心的分析预报，
7月11日上午至13
日，海河流域自西南到东北将出现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
流域大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 100 至

130毫米。大暴雨区位于滦河、
北三河、
大清河、
漳卫河、
海河干
流大部分地区以及子牙河北部、
黑龙港运东上游地区。
目前，海河防总已向流域各省市下发通知，督促各地保持
高度警惕，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做细做实各项防范工作，全
力保障海河安澜。
海委工作组已经赴河北省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在工作组
指导建议下，河北省采取预泄等措施，
降低了白洋淀和黄壁庄
水库水位；北京市有序安排北运河榆林庄闸、杨洼闸提前泄
流，为迎战本轮强降雨做好准备。

公安交管部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 任沁沁）7 月 10 日至 11
日，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
河南、重庆、四川、云南、青海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目前，主要高速
公路、国省道干线通行正常，
未接报大规模、长时间车辆、人
员滞留情况。
截至 7 月 11 日 15 时，辽宁京哈高速葫芦岛段、沈海高
速和鹤大高速大连段，黑龙江 218 省道大兴安岭段，山东荣
乌高速烟台段、荣潍高速烟台段，重庆 242 国道长江大桥至
两河口段、348 国道奉节三溪沟段过水；四川 347 国道巴中
段、542 国道巴中平昌段、201 省道巴中通江段塌方。上述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 郭宇靖）针对购房“货不
对板”等现象，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
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并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新房销售要规范设置交付样板间，
装修标准应与预售方案中所列的清单内容保持一致，同时对
销售推广等进行规范，严禁虚假不实宣传等行为。
北京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个别开发企业在宣传推
广新建商品住房时，过度装饰样板间、过分美化楼盘展示、利
用不实宣传吸引客户。在实际交付时，
出现
“货不对板”
“严重
减配”等问题，群众意见较大。为避免出现此类情况，进一步
规范商品住房销售行为，征求意见稿从规范设置交付样板间、
规范商品住房销售推广、落实交付前房屋质量查验制度、压实
开发企业主体责任四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在设置交付样板间方面，样板间的装修标准应与预售方
案中所列的清单内容保持一致、与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
保持一致、与项目实际的交房状况保持一致，不得增加交付标
准以外的其他装饰和设施。同时要求，样板间保留至项目交
付三个月后。

上海复星医药与台湾企业
签署疫苗销售协议
新华社上海 7 月 11 日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1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该公司所属复星实业与台积电、鸿海
及永龄基金会日前已签订 mRNA 新冠疫苗的销售协议。根
据协议，复星实业将向上述采购方销售共计 1000 万剂该款
疫苗。
上海复星医药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依照协议及正常商业
规则向台湾地区供应疫苗，期待以此帮助台湾同胞加强疫情
防控，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2020 年 3 月，上海复星医药与德国 BioNTech 公司签订
协议，参与 mRNA 新冠疫苗研发并拥有该疫苗在中国大陆及
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今年 1 月，该疫苗获准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紧急使用。今年 2 月，该疫苗获澳门特别行政区
卫生局批准特许进口，并用于澳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今年 5 月以来，台湾地区新冠疫情暴发，一些县市、企业
和民间机构提出希望向上海复星医药采购 BNT 疫苗。复星
医药负责人当时明确表示，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为岛
内疫情防控发挥积极作用。但民进党当局迟至 6 月下旬才勉
强同意台积电、鸿海及永龄基金会向复星医药集团洽购。
据了解，台湾一些县市和民间社团目前也在与上海复星
医药洽商采购疫苗事宜。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岛内
有意愿的县市、民间机构和企业等可以依照正常商业规则洽
购，我们希望台湾民众早日用上急需的疫苗。

道路双向封闭。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增派警力 24 小时巡逻疏导，对重点隐
患路段设置警示标志，提前实施分流管控措施，引导途经车辆
安全通行。同时，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全力
保障运送救灾物资、人员车辆的优先通行。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员：
雨天转弯容易侧滑，
转弯速度要慢，不要猛打方向，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尽
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路遇积水路面，
要谨慎观察水深，慢
速通过积水区，以免激起水花倒灌入发动机。如遇车辆长时
间排队、逆行等情况，要听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依次顺序通
行，不要抢行、插队、逆行。

北京:发布暴雨、大风黄色预警 多部门全力应对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 田晨旭 赵旭）北京市
气象台 11 日上午先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大风黄色预
警信号。预计 11 日傍晚至 12 日夜间，北京市将迎今年入
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过程雨量将达暴雨到大暴雨。
据预警信息，
预计 12 日 0 时至 23 时，
北京市大部分地区
将有 5 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可达 9 级左右。预计 11 日 17 时
至 13 日 8 时，
累计降雨量 60 毫米至 100 毫米，
西部和北部地
区 100 毫米至 150 毫米，个别点达 200 毫米至 300 毫米，山
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
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城市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 11 日联合发布山洪灾害
风险提示，
预计11日傍晚至12日夜间北京市房山、
门头沟、
昌
平、
延庆、
怀柔、
平谷、
密云大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提
醒广大市民远离山区河道、
沟谷，
确保自身安全。北京市文旅
局11日发布通知，
当天12时起，
北京市山区景区及乡村民宿、
乡村旅游民俗户将暂停营业，
并提示广大市民、
游客不要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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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游玩。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北京市水务系统强化分析预判，全面
动员部署，1.5 万人在岗值守。北京市水务局派出 13 个检查
组赴全市各区检查防汛应对准备工作。4 支市级水利工程防
洪应急抢险队伍共预置 12 支分队 350 人，分布在市管河道沿
河各区；建立了应急测报队伍，密切跟踪雨水情，加设应急测
站，加密水情监测，加强险情处置，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及城市
内涝预警信息，多措并举防范应对本次强降雨。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组建 5 支抢险分队，共 76 人，承担应
急排水抢险任务。北京排水集团在北京市提前布控大中小单
元 221 组，泵站、水厂值守人员全部在岗，累计备勤人员 2906
人，后续将根据区域降雨情况随时出动巡查；
动态管控水厂运
行，11 座再生水厂按照最大处理能力全力抽升，预计为管网
腾容 40 万立方米；完成泵站设施设备、水厂设备、应急抢险设
备、热线设备等全面检查与点检，87 座泵站的调蓄池、初期池
全部排空，最大能力应对本次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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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运以来，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车辆
段银川动车运用所针对车次密集、高温天气等情况进行充分
研判，加强检修、清洁工作，每日对列车进行全面“体检”，确保
动车运行安全，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
图为 7 月 11 日，银川动车运用所工作人员在检查列车顶
部盖板。
新华社发

贺德泰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天津市畜牧局副局长、离休干部贺德泰同志
（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因病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 13
时 26 分逝世，
终年 90 岁。
贺德泰同志遗体已于 6 月 25 日在第一殡仪馆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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