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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 1 版）网格员可对每户
家庭的环境卫生、道德诚信等进
行评分；游客可迅速了解三河村
和户主对外公布的信息。三河村
党支部副书记洛古有格告诉记
者，村民通过“户联码”销售小
土豆、土鸡、乌金猪等农副产
品，实现了增收致富。

“真不敢相信，我们住上了这
样的好房子。”站在宽敞明亮的新
家门口，三河村村民吉好也求笑
得露出了洁白的牙齿。2019年2
月，三河村村民告别矮旧的土坯
房，搬进了黄墙青瓦的美丽新家
园。如今，除了流转土地、养殖肉
牛、种植冬桃的收入，吉好也求还
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小卖部，再加
上我市对口帮扶的护林员、清洁
工等公益性岗位收入，一家人的

月均收入超过10000元。
开展结对帮扶以来，我市陆

续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1170万
元，用于实施“雁阵工程”，开
展旧村改造、村培训中心装修、
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农特产品展
销馆等项目。

如今的三河村，已因地制宜
探索出一条“短期+中期+长期”
的产业发展新路子：短期“托底”，
主攻养殖和组织劳务输出；中期

“固本”，发展云木香、冬桃、花椒
等特色种植；长期“求远”，聚焦农
文旅融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我们将把三河村创建成为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文明村，相信三
河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三河
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坚定地说。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
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由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明码
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自今年
7月起施行。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
格欺诈行为、不再过多限制经营者
的标价方式、灵活规定网络交易明
码标价的形式，对于明码标价规则
和价格欺诈行为的认定更加科学合
理。

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标
示价格，经营者还应当标示与价格
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尽可能减少
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和其他经营
者对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价
值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减少价格欺
诈的发生。

如某饭店宣称某菜品打八折销
售，但消费者结账时才被告知须

“达到最低消费标准”方可享受八
折优惠。根据规定，经营者的此类
行为属于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
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的表现，
属于价格欺诈。

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
为：一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
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二是以低
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
高价进行结算；三是通过虚假折
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四是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
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
者视频等标示价格及其他价格信
息；五是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
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六是不标示
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

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七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
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
款。

随着经营模式的发展，广大消费
者逐渐接受商品吊牌、模型展示、电
子屏幕等多种个性化标价方式，对经
营者的标价形式进行严格限定并实行
标价签监制制度已经没有必要。

因此，规定取消了标价签监制制
度。除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
的，只要能保证明码标价真实准确、
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不再过多限制
经营者的标价方式。经营者可以选择
采用标价签（含电子标价签）、标价
牌、价目表（册）、展示板、电子屏
幕、商品实物或者模型展示、图片展
示以及其他有效形式进行明码标价。

根据规定，金融、交通运输、医

疗卫生等同时提供多项服务的行业，
可以同时采用电子查询系统的方式明
码标价。农村集市、拍卖等通过协
商、竞价等方式确定价格的情形，没
有必要实行严格的明码标价。但在另
外一些情形下，比如粮食主产区频繁
发生的商品粮交易，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要求经营者在
收购粮食时，明确标示品种、规格、
等级和收购价格等信息，更好保护购
销双方合法权益。

为更好地促进和规范新业态健康
发展，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新特点，
规定对于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形式更
加灵活，明确经营者通过网络等方式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
网络页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进行
明码标价。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禁止价格欺诈新规7月起施行

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 熊丰）记者4日从公安
部获悉，为深入推进打击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充分运用
科技力量打拐寻亲，公安部近日
公布全国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
信息，进一步便利广大群众及时
就近采血，助力被拐家庭早日实
现团圆。

近年来，公安部会同有关部
门依法严厉打击拐卖犯罪，累计
设置3000余个免费采血点，并
向社会公布地址、联系电话，为
协助案件侦办、帮助群众寻亲发
挥了积极作用，帮助一大批离散
家庭实现了团圆。今年3月，公
安部会同民政部、国家卫健委、
全国妇联部署在全国组织开展新
一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
行动。公安部在此前公布免费采

血点基础上，通过梳理汇总、集
中资源，将免费采血点数量增至
5000余个，并通过多种平台集
中发布相关信息，进一步扩大免
费采血点覆盖面。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免
费采血工作不受户籍地域限制，
请尚未采血的被拐妇女儿童父
母、疑似被拐及身份不明人员，
尽快到采血点接受免费采血。希
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支持参与
打拐工作，积极转发扩散5000
余个免费采血点信息，帮助更多
离散家庭早日实现团圆。

据了解，公安部头条号、公
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
博、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
布平台已集中发布5000余个免
费采血点信息，可及时查询全国
采血点情况。

公安部公布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信息

新华社北京7月 4日电 （记
者 王雨萧 严赋憬）自6月1日
起实施的部分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
税政策已经“满月”。国家税务总
局最新数据显示，政策实施首月，
全国共减征车购税71亿元，减征
车辆109.7万辆。从排气量来看，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
34亿元，占比约 48%；1.6 升至
2.0 升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37亿
元，占比约52%。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汽车产业链条长、涉及就业面广、

拉动消费作用大。稳定和扩大汽车
消费，对稳经济、稳就业具有重要
意义。

5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进
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提出
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
亿元。5月31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对购置日期在
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 （不含增值
税）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
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
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
司长刘运毛告诉记者，此次车购税优
惠政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惠及范围

“再扩大”，能够享受减征政策的乘用
车排量限制从 1.6 升提高到 2.0 升；
二是政策发力“更应时”，明确2022
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
内购置的符合条件的乘用车均可享受
减征政策，有利于快速、有效拉动汽
车消费；三是政策调控“更精准”，
提出了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
过30万元的限制条件，以充分发挥
税收政策精准调控的作用，惠及大众

消费。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乘用车产

销逐步向好。数据显示，6月1日至
26日，乘用车市场零售142.2万辆，
同比增长 27%，较上月同期增长
37%。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副所长
李平介绍，车购税所征收的税款具有
专门用途，专款专用于国家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其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安
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
积极作用。

车购税减半征收首月减征71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孙
兴维 陆斌）据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部运输投送局消息，截至6月
底，全国所有运输机场都开通了
军人依法优先通道，进一步提升
广大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7月1日是中国民用航
空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
在全国运输机场开通军人依法优
先通道5周年。5年来，全国民
航系统把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断创新完
善优先通道服务内容和保障模
式。

据了解，全国各运输机场在
国内值机区设置军人依法优先柜
台，在安检区设置专门通道、在
登机口结合头等舱通道设置优先

通道并标注军人依法优先标识，
值机工作人员根据军人有效证件
优先、依序办理手续，实现值
机、安检、登机全过程优先快行
服务。全国枢纽机场和一些重点
机场还将军人依法优先工作纳入
检查内容，从制度上细节上确保
这项工作持续深入落实。

实际运行中，各运输机场还
不断创新打造军人依法优先升级
版，坚持开展不同形式的“军人
依法优先+”活动。

下一步，军地双方将持续推
出为兵为战服务举措，在个性
化、便捷化、科技化等服务方面
加大力度，让广大官兵特别是边
防一线官兵及家属享受到这份荣
誉感。

全国所有运输机场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
者 董博婷）记者从国家档案局
了解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
馆4日起面向个人开放预约，社
会观众可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网站、“皇史宬”微信公众
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小
程序进行预约查档、参观。该馆
将于6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
馆首次面向个人开放预约。馆内设
有“兰台翰墨 家国春秋——明清
历史档案展”“盛载千秋——明清
档案装具陈列”“守护国家记忆
传承民族文脉——明清档案事业
发展历程”等展览。在这里，参观者
可以看到包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
亚太地区名录》在内的数百件珍贵
的中国档案文献珍品。

为更好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和全社会“四史”宣
传教育，馆内“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大型主题档案文献展”此
次也一同面向个人开放预约。展
览精选300余件馆藏珍品档案、
100余张照片、20余组音视频
以及历史革命图书和实物，深刻
揭示了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成
功密码和力量所在，诠释了伟大
建党精神。

据了解，相较于故宫西华门
内老馆，新馆内的档案查阅区查
档机位成倍增加，达114个。馆
内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开放44
个全宗档案468万余件，官方网
站可供检索的档案目录达410余
万条。同时上线《清实录》《清
会典》2个全文检索数据库，供
公众免费使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
首次面向个人开放预约

7月3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炭山乡炭山村村民操作小型割晒机收割冬小麦（无人机照片）。近日，宁夏西海固地区种植的冬小麦陆续进入收割季节。旱
塬、梯田上一片金黄，农民操作着收割机械在其中忙碌。据了解，今年固原市夏粮面积42.89万亩，其中冬小麦36.04万亩。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耿鹏宇

据俄罗斯国防部3日消息，俄
国防部长绍伊古当日表示，俄军已
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当晚，乌
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
发文称，乌军被迫撤出卢甘斯克的
利西昌斯克市。

分析人士指出，完全控制卢甘
斯克后，俄军可集中力量向顿涅茨
克地区推进，以完成俄特别军事行
动第二阶段目标。另一方面，美国
及其盟友正继续加大对乌政治军事
支持力度，没有劝和促谈意愿，因
此，俄乌和谈短期内恐无法恢复。

重要意义

5月下旬结束在乌南部战略重
镇马里乌波尔的军事行动后，腾出

大量兵力的俄军与顿巴斯地区民间
武装完成整编合并，集中力量推进
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行动。

上月25日，俄国防部宣布控
制卢甘斯克重要城市北顿涅茨克。
绍伊古7月3日向俄总统普京汇报
说，得益于成功的战斗行动，俄军
和卢甘斯克武装力量已完全控制了
利西昌斯克市及其周边居民点。至
此，俄军已“解放”卢甘斯克地区。

俄《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
科罗琴科表示，完成对利西昌斯克
的控制具有重要战术意义，有利于
俄军集中力量推进在顿涅茨克方向
的行动，实现俄特别军事行动第二
阶段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北顿涅茨克市
和利西昌斯克市是乌军的重要集中
地和防御中心，取得控制权将助力
俄方提升军队士气、争取到更多国

内民众支持。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副所长

弗拉基米尔·扎里欣说，俄军完全控
制卢甘斯克使得乌克兰政府无法隐瞒
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或将导致乌军整
体士气低落，甚至可能还会影响西方
对乌的武器供应力度。

和谈难期

对于俄军下一步军事行动方向，
俄军事观察员米哈伊尔·霍达列诺克
认为，俄军或将集中力量进攻顿涅茨
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和斯拉维
扬斯克市。

这两座城市位于顿涅茨克北部，
是重要工业中心，拥有发达的机械制
造工业，也是高加索至波罗的海物流
走廊上的重要交通枢纽，高速公路和
铁路在这里交汇。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这里成为乌军重点防御地区。乌
军建立了一个面积超170平方公里的
密集防御阵地，储存了大量武器、弹
药、燃料、润滑油和食品等。

现阶段，俄乌恢复和谈的前景黯
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仍持续对
乌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为乌克兰局
势火上浇油。7月1日，美国国防部
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2
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其中包括8
套“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统”适配
的火箭弹、两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
系统”、15万枚155毫米口径榴弹炮
炮弹以及四套反炮兵雷达。

乌总统泽连斯基3日晚在社交媒
体发表讲话，证实乌方已从利西昌斯
克撤军。但他强调，未来凭借战略战
术和现代武器供应增加，乌军将重返
利西昌斯克。

新华社莫斯科7月4日电

利西昌斯克易手意味着什么
国际观察

宁夏西海固旱作梯田迎麦收宁夏西海固旱作梯田迎麦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