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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温馨）针
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审议通过“香港自治

法案”和有关涉港决议案，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29日说，无论乱港分裂势力如何叫嚣、

无论外部反华势力如何施压，都阻挡不了中

方推进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心和行动。他们

的图谋必将失败，有关议案也是废纸一张。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

会参议院不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审议通过

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安立

法，严重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违背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说，香港国安立法旨在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

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

远。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

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

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

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停止以任何方

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不得审议推进和实

施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更不得以此为由对中方进

行所谓制裁，否则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和

反制措施。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温馨）就
美方日前宣布对中方有关涉港官员等实施

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说，针

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国

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对

此无权干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

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通

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

法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外交部：美有关涉港议案是废纸一张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胡浩）记
者29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十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

作 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

见》强调，要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

件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

不失学辍学，确保2020年全国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到95％。坚决防止因疫情造成

新的辍学。

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教育脱贫攻坚战

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两不愁三保障”的底

线目标之一，事关脱贫攻坚的成效和全面小

康的成色。意见要求全面梳理已复学和仍辍

学学生情况，一人一案制定工作方案，继续加

大劝返力度，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

生今年秋季学期全部应返尽返。

对于因学习困难、外出打工、早婚早育、

信教等辍学的情况，意见要求突出工作重点，

切实解决问题。对学习困难辍学学生，要建

立学有困难学生帮扶制度，有针对性地制定

教学计划，通过插班、单独编班、普职融合等

多种方式做好教育安置工作；对外出打工辍

学学生，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协作劝返机制，及

时相互通报信息，严厉打击使用童工违法犯

罪行为；对早婚早育辍学学生，要在严格禁

止、依法依规处罚的基础上，认真做好这类适

龄儿童少年的劝返复学工作，给予特殊关怀；

对因信教而辍学学生，严格落实宪法和法律

相关规定，严禁利用宗教妨碍国家教育制度

的实施，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共同做好劝

返复学工作。

教育部：

坚决防止因疫情造成新的辍学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郁琼源）
如何进一步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

的社保缴费负担？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

司副司长王发运29日在新一期税务讲堂视

频中详细讲解了有关政策。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

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

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包括延长阶

段性减免政策实施期限和2020年社保个人缴费

基数下限继续执行2019年标准、允许以个人身

份参保人员2020年自愿暂缓缴费两项新政策。

王发运说，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三项社

保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执行期限延长

到2020年12月底；对湖北省以外省份的大

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

位）实行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

政策，执行期限延长到2020年6月底；对湖

北省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保单

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执行到 2020年 6

月底。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

继续执行2019年标准。各省2020年社会保

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年缴

费基数下限标准，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

正常调整。”王发运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

缓缴费。2021年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

计算；对2020年度未缴费月度，可于2021年

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2021年当地个人

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

三项社保的，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单位缴

费部分免征政策。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

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可继续申请缓缴

三项社保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

收滞纳金。

目前，全国有18个省份和3个计划单列

市的企业社保费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王发

运提醒，各地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

策实施期限实施办法和操作流程存在一定差

异，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要关注了解本地实

施办法，依规操作。

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申铖）财政部29日发布数

据显示，5月份，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环比增长

251.1％，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94.5％。

营业总收入方面，5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环比增长

4％，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98.6％。

从前 5 个月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达

218388.1亿元，同比下降7.7％；利润总额达6630.9亿元，同

比下降 52.7％ ；税后净利润达 3981.6 亿元 ，同比下降

61.6％。相较于前4个月，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同比

降幅收窄。

5月份国有企业利润环比大幅增长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孙少龙）记者29日从中国

慈善联合会获悉，中国慈善联合会近日发布了《慈善组织档案

管理规范》《慈善组织项目管理规范》《公益项目三A三力评估

指南》《慈善社区创建评价方法》4项团体标准，这也是我国慈

善领域的首批团体标准。

据介绍，这4项团体标准对慈善组织档案管理、慈善组织

项目管理、公益慈善项目社会价值评估、慈善社区创建评价等

多个方面作出规范，将于202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介绍，此次发布

的4项团体标准属于慈善领域的基础性标准。今年下半年，

中国慈善联合会还将组织会员单位开展团体标准的培训、试

点等工作。

我国慈善领域首批团体标准发布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记者符晓波）我国首款

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民用飞

机——C919客机，28日飞抵新疆吐鲁番市，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高温专项飞行试验。

C919国产客机，座级158－174座，航程4075－5555公

里，2007年正式立项，2015年首架机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总装制造中心下线，2017年实现首飞，计划于2021年

获得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并交付使用。现阶段，C919客机

开启多机场、多区域协同试飞模式，全线进入高强度、高效率、

高质量飞行试验阶段，以确保飞机各项性能符合适航标准。

其中，高温试飞是民用飞机必须通过的一项极端气候试验。

国产C919客机飞抵吐鲁番
开展高温专项试飞

据新华社成都6月29日电（记者吴光于 张海磊）28日23

时30分左右，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截

至28日16时，发生在冕宁县北部的特大暴雨灾害已导致12

人遇难、10人失联。

26日18时至27日1时，冕宁县北部地区突降暴雨至特大

暴雨，导致彝海镇、高阳街道及灵山景区局部地区受灾严重。

其中，彝海镇、高阳街道等乡镇（街道）共计2100户9880多人受

灾，安全转移群众1705户7705人。暴雨灾害还导致部分农作

物被毁，房屋倒塌，部分公路、桥梁、堤防、电力线路严重受损。

截至28日16时，此次特大暴雨灾害已造成12人遇难、10

人失联。其中，彝海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河沟改

道，洪水漫流，导致10人遇难、7人失联；高阳街道辖区内冕宁

高速路出口下方国道248线崩塌导致2辆过往车辆坠河，10

名乘载人员中5人获救、2人遇难、3人失联。

四川冕宁“6·26”特大暴雨灾害
已 致 12 人 遇 难 10 人 失 联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刘奕湛）记者

29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修订后的公安部《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推出了非

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异地处理改革措施，在

此前试点的基础上，6月30日起全国全面实施。

据了解，自2020年5月1日起，非现场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异地处理在湖南、广西、四

川、贵州、云南等5个省（区）试点，试点效果

良好，受到广大驾驶人的积极肯定。6月10

日起在山西、辽宁、上海、海南、重庆、甘肃等

6个省（市）推广实施，6月20日起在天津、河

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陕西、

宁夏等9个省（区、市）推广实施，6月30日起

在北京、吉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

广东、西藏、青海、新疆等11个省（区、市）推

广实施，实现全国全面覆盖。

随着新规全面实施，当事人对交通违法

行为事实无异议的，除了可以在违法行为发

生地处理，还可以自主选择在发生地以外的

任意地方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大大方便

了驾驶人处理异地交通违法，减少群众两地

奔波。当事人明确接受跨省异地处理非现场

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协

助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交管部门履行调

查交通违法行为事实、告知处罚内容和当事

人的权利、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程序，并由

发生地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发生地标准作出处

罚决定。

为确保异地处理全面顺利推广实施，公

安部交管局已组织升级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信息系统，开展业务培训，部署各地做好

实施准备。试点实施以来，已有30万驾驶人

享受到了这一改革红利，累计处理跨省异地

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62万起。

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异地处理今起全面实施

6 月 29 日，三峡枢
纽开启泄洪孔泄洪（无
人机照片）。

受长江中上游强降
雨影响，进入三峡水库
的水量持续增多。为腾
出一定库容迎接近期可
能到来的洪水，三峡枢
纽于6月29日上午开启
两个泄洪孔，加大下泄
流量。这是三峡枢纽今
年首次泄洪。

新华社记者 肖艺

九 摄

据新华社达卡6月29日电（记者刘春涛）孟加拉国首都

达卡布里甘加河水域29日上午发生沉船事故，救援人员现已

打捞起24具遇难者遗体。

孟加拉国消防部门官员埃纳耶特·侯赛因对新华社记者

说，29日9时30分许，在布里甘加河萨达尔加特轮渡码头附

近，这艘搭载50至60名乘客的渡船与另一艘渡船相撞后沉

没。事发后，一些乘客自行游到岸边脱险。随着救援工作持

续，沉船事故导致的遇难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孟加拉国达卡发生沉船事故
至少24人遇难

据新华社喀布尔6月29日电（记者陈鑫 邹德路）阿富汗

安全部队消息人士29日说，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桑金地区

一个市场当天上午遭塔利班武装人员发射的迫击炮弹袭击，

造成至少23名平民丧生，另有15人受伤。

阿 富 汗 一 市 场 遭 袭
至少23人丧生

新华社日内瓦6月29日电（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29日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数

据确认，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

1000万例，死亡病例累计接近50万例。世

卫组织警告称，近期疫情又出现加速传播的

趋势。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9日10时43分（北京时间29日16时43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达10004707例，死亡

病例累计499619例。目前美国和巴西累计

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均处于全球前两位，其中

美国累计确诊2496628例，死亡125318例；巴

西累计确诊1313667例，死亡57070例。

除美国和巴西外，累计确诊病例数较多

的国 家 依 次 为 俄 罗 斯 634437 例 ，印 度

548318例，英国310254例，秘鲁275989例，

智利 271982 例，西班牙 248469 例，意大利

240136例，伊朗222669例。死亡病例数较

多的国家依次为英国 43514 例，意大利

34716例，法国29700例，西班牙28341例，墨

西哥 26381 例，印度 16475 例，伊朗 10508

例，比利时9732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形势报告显示，近

期全球每日新增病例数屡创新高，28日单

日新增189077例再破纪录，其中多个国家

也刷新了单日新增病例纪录。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近期多次警告，新冠疫情在

全球有加速扩散的趋势，他呼吁各国进一

步强化全社会共同参与、综合实施的抗疫

措施。

世卫组织26日宣布，未来12个月将需要

313亿美元用于开发和交付新冠药物、检测

工具及疫苗，包括到2021年底采购20亿剂疫

苗，其中10亿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统计确认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千万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29日电（记者陈霖）伊朗德黑兰

市检察长迈赫尔29日说，伊朗已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逮捕

涉嫌参与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

卡西姆·苏莱曼尼的36名美国官员，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

朗普。

迈赫尔表示，伊方已对涉嫌参与暗杀苏莱曼尼将军的36

名美国政治和军事官员进行了调查，他们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和进行恐怖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伊朗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逮捕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