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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张永健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天津市纺织纤维检验所所长、离休干部
张永健同志（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因病于
2021年 8月 15日 19时 52分逝世，终年98岁。
张永健同志遗体已于8月17日在天津市第二殡仪馆

火化。

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议案

广场舞扰民问题受到关注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畜牧法实施情况报告

建议健全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 于文

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18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报告
指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亟需强化，建
议健全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报告指出，总体来看，畜牧法在各地各部
门得到了有效实施，畜牧业转型升级正在加
速推进，但我国畜牧生产方式总体上还比较
粗放，疫病防治和养殖污染问题尚未彻底解
决。畜牧兽医力量不足，体制衔接不畅已成
为制约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基层动

物防疫体系“职能淡化、力量弱化、支持虚化”
等问题依然突出。

报告建议，健全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在
国家层面明确将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作为基层
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稳定
基层机构队伍、优化动物防疫工作机制提出
具体要求和落实时间表。

报告提出，依法保障县乡两级动物防疫机
构有关经费，改善设施设备条件，落实人员工资
待遇和有关津贴，确保动物防疫、检疫和监督工
作正常开展，筑牢畜禽疫病防控第一条防线。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 王
希）18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企业
破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出，优化破产程
序、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等建议，推动企业破
产法有效实施。
为着力解决破产申请难、受理难、审理

周期较长等问题，报告提出优化破产程序，

保障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该破能破”；强化
破产受理对保全措施的效力，解决保全解除
难、中止执行难问题，严格落实法律规定的各
项时限要求；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探索
设立专门破产法院，推动在破产案件需求大
的地市普遍设立破产法庭。

通过重整对困难企业进行挽救是企业破
产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实践中重整制度的

实施仍受到诸多制约。报告显示，在法律规
定的三种破产程序中，破产清算约占破产案
件总量的90%，重整约10%，和解不到1%。
此外，企业重整后，仍面临着原有不良信息对
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报告提出，加强重整制度的运用，对有挽
救价值的企业努力做到“能救则救”。就完善
信用修复机制，报告建议研究对破产重整后
企业原有不良信息处理的制度性安排、强化
信用信息共享、进一步规范重整企业信用修
复的办理，明确提出要依法建立健全打击逃
废债的配套制度政策，严厉打击借破产形式
恶意逃废债务等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 施
雨岑）国务院关于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1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报告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
落实文物保护法要求，不断加强文物工作，
文物事业改革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
报告显示，文物保护状况明显改

善。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扎实推进，
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状况有所改善，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监测体系日趋完善。建
成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库，加强博物
馆藏品征集管理，完成6.2万件套国有馆藏
珍贵文物保护修复，博物馆库房保存条件
得到提升。

报告透露，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综合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持续推进。批准实施7000多项考古
发掘项目，二里头、石峁、良渚等遗址考古
取得重要成果，新疆、西藏等地边疆考古取
得重要进展。

报告提到，博物馆创新发展成绩瞩目。
博物馆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建立健全博物
馆定级评估制度，公布国家一、二、三级博物
馆1224家。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2019年博物馆接待观众12.27亿人次，
青少年占25%，举办教育活动33.46万场；
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在线展览2000余项，
全社会“博物馆热”不断升温。

企业破产法实施情况报告

探索设立专门破产法院

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报告

批准实施70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

电子驾驶证2022年全面推行

新疆3例无症状感染者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公布

显示为境外输入德尔塔毒株

上海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暂未发现与国内其他地方疫情存关联

据新华社上海8月18日电（记者龚雯史依灵）记者18
日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当天松江
区中心医院报告1名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
市、区疾控中心复核，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结合临床、影
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该病例经专家组会诊诊断
为新冠肺炎（轻型），已转运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
治疗。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暂未发现该病例与国内其他地方
的疫情存在关联。疾控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据了解，该病例为松江区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女性，25
岁，在沪居住地为松江区永丰街道仓丰路855号有庐公
寓。该病例已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此前自8月2日以来，医
院组织的每三天一次的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8月18日18时，已排查到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10人，均在上海已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首次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已排查到密接的密接66人，全部落实集中
隔离措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排查到7347名筛查
对象，并完成核酸采样，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上海市防控办
研究决定，将松江区永丰街道仓丰路855号（有庐公寓）列
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均为低风险。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8日电（记者潘莹）记者18日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获悉，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对新疆阿拉山口市3例无症状感染
者新冠病毒基因组二代测序数据分析，这3例无症状感染
者新冠病毒属于VOC/Delta 变异株（B.1.617.2 进化分
支），与近期我国各地本土病例和输入病例病毒基因组同源
性低，高度提示病毒来自境外输入。

8月15日，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口岸
地区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相关流调结果显示，这3名无
症状感染者14日内均无出境、出疆史，无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无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

《“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任沁沁熊丰）记者18日
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6月1日在天津、成都、苏州三
地启动试点驾驶证电子化以来，已有195万余名群众申领了
电子驾驶证。今年下半年将扩大试点，2022年全面推行。

电子驾驶证具有统一性、实时性、安全性3个特点，为驾
驶人提供申领、出示、使用的便利。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
表示，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App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
驶证式样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据悉，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
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
个场景，方便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
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
织编写的《“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上中下册），近日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十四
五”时期的发展环境、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等，组
织全国高端智库、重要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开展了两百多
项重大课题研究，形成了近三百份、五百多万字的研究报
告，为“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起草、纲要草案编制提供了有
力支撑。本书从这些重要研究成果中精选出128篇专题研
究报告，按照总体思路、发展环境、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国
内市场、深化改革、城乡区域、生态环境、对外开放、国民素
质、民生福祉、安全发展12个主题进行分类，为党政干部、
社会各界了解国情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新办发布会：天空“颜值”一年比一年高
7月1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自启动以来，

全国碳市场运行平稳，交易价格有所上升，累计成交量达到
702万吨，累计成交额3.55亿元。

“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发展底色和
高质量发展成色。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
深入介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的有关情况。

天空的“颜值”一年比一年高
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比2015年增长5.8个
百分点；细颗粒物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浓度达到37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
28.8%。黄润秋表示，最近几年，我们头顶上
天空的“颜值”一年比一年高。如2020年北
京PM2.5平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与2015
年相比下降52.9%；重污染天气从2015年的
43天降低到2020年的10天，“北京蓝”逐渐成
为常态。

不只是空气更清新，近年来我国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九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圆满超额完成。黄润秋介
绍，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
例由2015年的66%提高到2020年的83.4%，
劣V类水体比例由2015年的9.7%下降到
2020年的0.6%。土壤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双双超过90%。生态环境状况方面，全国森
林覆盖率达到23.04%，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类
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了18.8%。

碳市场“满月”成交量突破700万吨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手段，也是落实我国
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的制度创新和重要
的政策工具。黄润秋介绍，7月16日，全国碳
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自启动以来，全国
碳市场运行平稳，交易价格有所上升，累计成

交量达到702万吨，累计成交额3.55亿元。
他表示，下一步，要会同相关部门推动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修
订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技术规范体系，完
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要加强碳排
放数据的质量管理，强化相关制度的执行落
实，加强对全国碳市场各个环节的监管，有效
防范市场风险。

如期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自今年1月1日起，我国已经全面禁止固

体废物进口。黄润秋表示，我国如期实现了
在2020年底固体废物进口清零的目标，赢得
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发达国家将我国作为
“垃圾场”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7年印发。从2017
年到2020年，我国固体废物进口量从4227万
吨降低到879万吨，直至2020年底清零，累计
减少固体废物进口量1亿吨。我国还严厉打
击涉洋垃圾的违法犯罪行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效
云南亚洲象群“奇游”、“微笑天使”长江

江豚频繁亮相、雪豹频频现身、藏羚羊种群数
量大幅增加……这段时间生物多样性方面的
新闻，成了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这些让人
暖心的消息都表明，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
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黄润秋说。

他表示，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
显著增强，各地区各部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培育引导支持社会各界保护生物多样性。如
2016年以来，西藏、青海累计为群众提供的
生态岗位90多万个，农牧民从大自然的索取
者变成了雪域高原的“生态卫士”。

我国保护地制度体系逐渐完善。各类自
然保护地已经有1.18万个，90%的陆地生态系
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
效妥善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也
在逐步恢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武汉建安街上跨铁路桥完成转体。该桥为钢箱梁斜拉
桥，采用高低塔钢箱梁斜拉桥上跨铁路布置形式，全长
519.3米，其中主桥全长245米，桥面宽35.2米。

拼版照片：上图为8月18日拍摄的武汉建安街上跨铁
路桥施工场景。下图为8月18日拍摄的成功转体后的武
汉建安街上跨铁路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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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细颗粒物未达标地级
及以上城市平均浓度达到37微克/
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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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

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
比2015年增长5.8个百分点。

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
案，回应了一些公众关注的噪声污染问题，
如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广场舞扰民、城市轨
道交通运输噪声等。

现行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
年3月1日起施行。修订草案增加了噪声污
染的防治对象。比如在交通运输噪声的定
义中，专门增加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

近年来，一些地方广场舞的扰民问题
受到社会关注。草案提出，在街道、广场、
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
等活动的，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
活动区域和时段等规定，采取控制噪声的
有效措施，避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使用音
响器材的，不得干扰周围生活环境，产生过
大音量的，应当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有关
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规定，不听相关单位
的劝阻、调解的，草案还提出，由地方人民
政府指定的综合执法部门或者执法机构处
以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不少人都遭遇过附近工地夜间施工扰
民的问题，屡屡投诉却没有效果。草案提
出了更严格的处罚规定，这种情况可能会
有所改善。草案明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程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综合执法部门责令
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超
过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建筑施工噪声
的；未提供证明，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内进行产生噪声建筑施工作业的。
对工业噪声和建筑工地施工噪声违法行
为，草案还规定了按日计罚等处罚手段。

源头防控是噪声污染防治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此次草案专门增加一章，关注噪
声污染防治标准与规划。草案提出，声环
境质量标准和噪声排放标准应当定期进
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标准适时进行
修订。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