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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因水灾遇难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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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7月29日电（记者郑生
竹）记者29日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京正在开展的第3
轮核酸检测，将按照风险地区等级实行差
异化采样检测。
“多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是为了尽快把

潜在人群中的感染者找出来，跑赢病毒。”
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在发布会上
说，南京对不同风险地区的人群实行差异
化核酸采样检测，高风险地区实行单检、中
风险地区1:5混检、低风险地区1:10混检。

29日起南京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再次

调整。江宁区禄口街道全域被调整为高风险
地区。禄口街道围合区域，禄口街道石埝村，
禄口街道白云路社区、茅亭社区、机场社区、永
兴社区和永欣新寓所在的连片区域，禄口街道
铜山社区和谢村社区所在的连片区域，不再单
独设为高风险地区。禄口街道曹村村张家自
然村等21个区域纳入高风险地区范围。
湖熟街道钱家村钱家自然村，东山街道

岔路社区绿城深蓝小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
区麒西路95号，雨花台区凤翔新城1期，建邺
区南苑街道吉庆家园小区，秦淮区中华门街
道晨光新苑16栋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据新华社长沙7月29日电（记者阮周
围 帅才）29日晚，记者从湖南省张家界市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张家界所有景
区景点将于7月30日上午关闭，目前已对
旅行社团队的退费问题做妥善安排。

张家界市已于7月28日启动对武陵源
区、永定城区及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实

现全员核酸检测，截至29日下午6点，共采
样226014份，完成检测120232份，其中阳
性结果1份。30日将全面完成采检任务。
7月29日，张家界市确诊1例本土新冠

肺炎病例。患者杨某某，女，38岁，现住张
家界市永定区官黎坪街道汪家寨村1组，
市级专家会诊为确诊病例（普通型）。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侠
克）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
火在29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27场新闻发布会上通
报，7月28日0时至7月29日12时，北京市新
增2例京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

确诊病例1现住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跃
苑二区，为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某保险集团员
工。7月20日与妻子、女儿前往湖南张家界
等地旅游，7月25日返京，7月26日出现发热
等症状，7月28日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史等结果，当

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确诊病例2为确诊病例1的妻子，为海淀

区双清路某技术公司员工。7月20日与确诊
病例1和女儿前往湖南张家界等地旅游，7月
25日返京，7月28日陪同确诊病例1前往医院
发热门诊就诊，作为陪同就诊人员进行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史等结果，7
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通报称，上述确诊病例7月25日乘坐

G486次高铁5车厢于21:26到达北京西站，从
11站台下车，21:31从北一出站口出站，乘地
铁9号线于国家图书馆站换乘4号线至西直门
站，随后换乘13号线至回龙观站。

第3轮核酸检测南京按照风险地区等级实行差异化采样
高风险地区单检 中风险地区1:5、低风险地区1:10混检

北京 新增2例均为张家界返京人员

最高法发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

行政诉讼“告官要见官”

张家界 所有景点今日全部关闭

“尽快把潜在感染者找出来”

我国成功发射天绘一号我国成功发射天绘一号0404星星
7月29日12时

01分，我国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将天绘一
号04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罗
沙）行政诉讼“告官见官”，有利于行政纠纷
的实质性化解。最高人民法院29日发布
一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
供各地在执行中参考。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北京富宁经贸

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特产连锁超市诉北京市东
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及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江苏中厦集团有
限公司诉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政府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案等15个案例。
在其中的蔡某某诉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政

府土地征收案中，蔡某某承包土地上的果树
因高铁施工在未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的情况下
被强制清除，提起行政诉讼后一审胜诉。当

地政府提起上诉后，出庭负责人在庭审过程中
认真倾听行政相对人意见并积极“出声”，表示将
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争议，申请撤回上诉。
省市县三级万名行政机关人员共同旁听庭审。

在彭某某等40人诉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政府
等四单位强制拆除行为案中，原告人数众多，涉
及社会公众关注的“两违”清理工作，四被告均委
派负责人出庭应诉。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并在
判后向福安市住建局发送司法建议，指出行政
执法存在问题，建议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
为，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一年来，
各地法院大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工作，实质性化解了大量行政纠纷。

▲ 7月29日，在南京市浦口区第二中学
核酸检测点，医务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取样。

� 7月29日，在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
道北门桥社区核酸检测点，一位工作人员在
整理核酸样本保存液。 新华社发

新华社郑州7月29日电（记者牛少杰）29日下午，河南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最新灾情，截至29
日12时，因灾遇难99人。

新闻发布会通报，7月16日至29日12时，据国家自然灾害灾
情管理系统统计，此轮强降雨造成河南150个县（市、区）1616个
乡镇1391.28万人受灾，因灾遇难99人，仍有失踪人员在进一步核
查当中。郑州市新增遇难人数26人，其中新密18人，荥阳8人。

此次强降雨给河南造成了严重损失。农作物受灾面积
1048.5千公顷，成灾面积527.3千公顷，绝收面积198.2千公顷；
倒塌房屋1.80万户5.76万间，严重损坏房屋4.64万户16.44万间，
一般损坏房屋13.54万户61.88万间。

在防汛抢险救灾方面，7月28日当天，全省共有抢险救援骨
干力量3.9万余人、救援及抽排水装备3000余台（套）参与转移群
众、城乡排涝等救援任务，郑州、新乡、安阳等各受灾地区正积极
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
部长倪虹29日约谈银川、徐州、金华、泉州、惠州5个城市政府负责
人，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切实履行城市主体责任，针对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加大调控和监管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银川、徐州、金华、泉州、惠州5个城市今年上半年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增长过快，市场预期不稳，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约谈会议宣布，将银川、徐州、金华、泉州、惠州市
纳入房地产市场监测重点城市名单。据悉，此类城市的房地产
调控工作，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有关省级政府共同督办。

倪虹指出，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7月22日国务院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进一步做好房
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增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确保完成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郭宇靖 李爱生）自动驾驶道路
测试开始“驶上高速”。日前，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推
进工作组宣布，在北京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自动
驾驶高速测试场景，允许首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
开展试点测试。

据了解，此次北京将先行开放京台高速北京段（五环路—六
环路）双向10公里路段，进行前期道路测试验证。未来还将逐
步开放6条143公里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段，分别是京津高
速北京段、京台高速北京段、北京大兴机场高速公路、南五环连
接段（大兴机场高速—京津高速）、南六环连接段（大兴机场高
速—京津高速）、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公路。

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智表示，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具有较
高的准入门槛，测试申请上路的测试车辆需要搭载相关装置，将
监管数据和实时数据接入示范区云控平台，及时为车辆推送道路
安全信息，以确保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自动驾驶测试安全。

稳定房市住建部约谈5城市政府

无人车可以“驶上高速”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周圆）记者29日从民航
局获悉，民航局局长冯正霖日前在民航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上表示，民航有关部门要会同地方政府对直接接触国际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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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正霖强调，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民航各部门要持续加
强机组人员防控工作，重点督促加强地面保障人员防控措施落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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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毒变异及传播特
点，重审各类从业人员疫情防控要求及防护标准，会同有关部门
对入境航班的消杀程序、标准、效果等进行评估。

保证国际国内航班工作人员不交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