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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本轮疫情感染者基因测序
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分支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郭宇靖）6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庞星火介绍，7月 5日 0时至 7月 6日 15时，北京市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9例。经过对 7月 5日通报的感染者
1至 3的标本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均属于奥密克戎变
异株BA.5.2分支。

7 月 5 日 0 时至 24 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
染者 6 例。7 月 6 日 0 时至 15 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者 3 例。在 9 例感染者中，延庆区 5 例，顺义区 2
例、通州区 1例、昌平区 1 例；普通型 1 例、轻型 7 例、无症状
感染者 1 例。

庞星火介绍，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 7 月 5 日通报的
感染者 1 至 3 的标本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均属于奥
密克戎变异株 BA.5.2 分支。基因序列比对结果显示，3 例
感染者与北京市现有及既往本土病例、本市境外输入病例
序列同源性低，为不同传播链。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及基因
测序结果，初步考虑本次疫情为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土聚集
性疫情。

庞星火说，当前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京外输入双重
风险，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
零”总方针，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从严从紧抓好社会面防控。

聚焦聚焦·疫情防控

中宣部、国家卫健委部署开展
2022年“最美医生”学习宣传活动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2年“最美医生”学习宣传活动的通
知》，在全社会广泛开展2022年“最美医生”学习宣传活动。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通过公开宣传
发布优秀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先进事迹，特别是青年医务工作者
将青春融入卫生健康事业、用奋斗书写护佑生命华章的动人故
事，突出展现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大力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激励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继续坚守抗疫最
前线和疾病防治第一线，用大爱和责任守护人民健康，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通知》明确，学习宣传活动面向长期奋战在卫生健康各
条战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由广泛动员、组织推荐、审核评议、
公开发布、集中宣传、深入学习等环节组成。按照政治素质过
硬、工作实绩突出、社会广泛认可等标准，突出公平性、先进
性、代表性、时代性等要求，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做好推荐评议
等各项工作。

近日，山东李先生接到一通陌生来电，询问他是否需要低
息贷款。正为资金短缺发愁的李先生，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
款网贷APP。一番操作后，对方以验资、认证为由4次骗取李先
生共计10余万元。

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近期监测发现多起仿冒投资平台进行
诈骗的事件。“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虚假网贷APP仿
冒银行、金融平台，诈骗分子多方引流、大量分发。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85 年前的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悍然
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在
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人民铮铮铁骨战强
敌、血肉之躯筑长城、前仆后继赴国难，谱
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赢得了
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
全胜利。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战争的阴霾警醒
着世人和平的可贵，屈辱的回忆唤醒了民族
精神的力量。当《松花江上》诉说着东北人
民流亡的惨状，当《告全国民众书》发出“华
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的抗战宣言，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日益成为
全国上下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卢沟桥事变第
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
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共产
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各界人民
热烈响应，中华大地上崛起了排山倒海、勇
往向前的抗日力量。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孕育出伟大的
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
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份于危亡
之际迸发出的精神伟力，是中国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
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

念念不忘让历史得以永恒，代代相传
使精神熠熠生辉。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走
来，更在苦难中奋起。85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从历史中汲取
力量，高高擎起民族精神的火炬，自强不
息，艰苦创业，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时代绘
就了宏伟篇章。

实践证明，历史的每一次前进，都离不开伟大精神的推
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
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
折。从历史与苦难中走来的我们，明白和平与发展机遇的
可贵，更懂得越是艰难险阻，越要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共
克时艰。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斗争精神，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定
能以新的成绩告慰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
的所有先烈，告慰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献出生命
的所有英灵！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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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与炎夏：即将步入“三伏天”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从 7月 7

日至 22日的 15天里，小暑“三候”这样写

道：“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

鸷。”意思是说，进入小暑，凉风变成了热

风；再过五日，蟋蟀热得去阴凉处避暑；再

过五日，老鹰因地面温度高而盘旋于凉爽

的高空。

常言道“热在三伏”“节到小暑进伏

天”。今年从 7月 16日开始入伏，进入“三

伏”的初伏。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7月至 8月，预计

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其中，新疆、西北地区西部、华东、华中、华

南东部等地高温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将

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紧随小暑之后

的，是更热的大暑节气。“小暑接大暑，热得

无处躲”，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

季节。

炎炎盛夏气温攀升，暑热难耐。不过，

气候学家说，在滚滚热浪中，有着一个生机

勃勃的世界，荷花盛放、流萤飞舞、蝉鸣声

声……雨热同期助力万物生长，万物繁盛

礼赞生命的美好。

在防暑降温、消暑降燥的同时，还需要

人们调整出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炎炎盛

夏的到来。

暴雨与洪水：进入防汛关键期
小暑时节，将步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

天”，也将迎来“七下八上”（七月下半月至

八月上半月）的防汛关键期。
专家指出，小暑是全年降水最多的一

个节气，尤其是南方各地进入雷暴最多的
时段。热带气旋活动频繁，7月至 8月台风
北上影响我国的可能性大。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7月至8月，东
北东部和南部、华北、华东北部和南部、华中
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南部和
东北部、西藏南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据水利部预测，7月至 8月，预计我国
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区域性洪旱较常年偏
重。汛期以北方多雨为主，黄河中下游、海
河、辽河、珠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
上游干流和汉江、淮河、松花江、太湖流域
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

暴雨增多，防汛抗洪迎来重要时期，正
所谓“小暑雨涟涟，防汛最当先”。专家强
调，防汛须以“防”为先，加强监测预报预
警，强化防汛应急准备和值守，科学实施水
工程防洪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安澜，保障水

库安全度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
防御和城市防洪排涝。

农忙与经济：迎来发展好势头
小暑时节，也是粮食生产的关键时期。

阳光强烈、高温多雨，雨热同期利于农作物生
长，因此农谚有“伏天的雨，锅里的米”之说。

在江西省瑞昌市范镇，一些农民在田间
辛勤地给中稻施肥；在山西省新绛县古交
镇，一些村民在忙着给玉米苗喷洒除草剂；
在甘肃省酒泉市三墩镇，一些村民同样在打
药除草、施肥扶苗，做好夏季田间管理。

祖国南北，各地农民都在抢抓农时，开
展农事生产。

专家指出，小暑前后，全国多数地区
农业生产主要是忙于田间管理。小暑期
间的天气状况，是开展病虫防治等田间作
业的有利时机。

在田间地头，农民们正在抢抓农时忙
农管，确保粮食丰收。在工厂车间和工程

场地，工人们在为巩固经济恢复态势而紧
张忙碌，各地各项重大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地展开。

在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干流江西段崩
岸应急治理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程完工
后，将与长江干堤已建护岸工程构成完整
的防洪工程体系，为江西筑起牢固的防洪
安全屏障。

在湖南、湖北、河南与山东等地，一批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近期集中开工，起着更
好发挥基建投资稳增长的作用。

专家指出，当前各地各部门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动一系列稳
增长、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复工复产
快速推进，经济恢复态势正在持续巩固。

火热的盛夏，人们用火一般的热情，克
服困难，坚定信心，聚精会神抓建设，凝心
聚力谋发展。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
先觉雨，山暗已闻雷。”

7月7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
个节气——小暑，将如期而至。小暑
节气的到来，意味着
全国大部分地区即
将步入一年中最热
的“三伏天”，也将迎
来“七下八上”的防
汛关键期。

新华社香港 7月 6日电（记
者 刘明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 6日出席立法会行政
长官答问会时表示，特区政府将
务实有为，解市民所困，以结果为
目标，解决问题。

这是李家超首次以行政长官
身份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
会。他还强调，良性互动的行政
立法关系是同为香港开新篇的重
要基础。

对于市民关切的民生问题，李
家超在开场发言中说，特区政府会
务实有为，解市民所困。他已指示
成立“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
行动小组”“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

“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公营房屋

项目行动工作组”，均由司级官员
带领，分别推动解决跨代贫穷、土
地房屋、地区工作、公营房屋等最
受关注的民生问题。

李家超强调，各司局长在问题
萌芽时要主动介入，落场指导，分
秒必争。要共同合作、各司其职、
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打破各
自为政思维，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我已向各司长及局长提出
工作要求，尽快推出措施及实践
行 动 ，尽 早 做 到‘ 以 结 果 为 目
标’。”他表示，整体施政方案及细
节将会在 10 月发表的施政报告
中详细交代。他和团队会与市
民、议员及各界人士接触沟通，听
取意见。

在谈到行政立法关系时，李
家超表示，促进行政立法良性互
动，他会实践行政主导体制。就
此，他建议每月在立法会举行前
厅交流会，加强特区政府官员与
立法会议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建
立紧密协作关系。

李家超还在答问环节回答了
议员们提出的问题。

“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
键阶段。未来五年，香港要站在

‘爱国者治港’的新历史起点上急
起直追。”李家超表示，要做到由
治及兴，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要打
好行政主导及“爱国者治港”这套

“组合拳”，积极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让市民受惠更多。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 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工作；确定有序推进电子证照
应用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
关部门对202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支出、国有资产管理、重大政策落实等进
行了审计，结果已于近期公布。会议要求，
强化问题整改，管好用好财政性资金，节用
裕民，推动宏观政策落实，稳住经济大盘。
一要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列出清单，印发有关
方面。各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要负起整改
主体责任，逐条制定方案尽快整改，适时开
展“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将审计整改纳

入国务院大督查。对整改情况开展专项审
计，坚决查处拒不整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
等问题。整改结果9月底前报国务院，并在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后向社会公开。二
要对性质恶劣的依法严肃惩处，既处理事又
处理人，以儆效尤。三要举一反三、标本兼
治。深入剖析普遍性问题、反复出现问题的
原因，完善制度规范。强化制度执行的内外
部监管和审计。四要确保退税减税降费、缓
缴社保费、稳岗、普惠金融等政策落实到位，
对骗取退税等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确保
养老、医疗、教育、基本住房、社会救助等民生
资金规范安全使用，决不允许截留挪用、贪
污侵占。五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严肃财
经纪律，严格落实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对低效和沉淀资金按规定收回，严禁违规建
设楼堂馆所、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铺张浪
费等，腾出更多资金用于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保民生。

会议指出，稳住经济大盘，既要实施好
宏观政策，又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更
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加强法治政府和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推进数字政府建
设、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目的是
增强市场主体创业和发展动力，是适应信
息社会发展、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的需要。
要在确保信息安全基础上，有序扩大电子
证照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已有多年应用实
践，扩大应用范围有利于便利市场交易，有
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利于经济发

展。要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在市场准入、纳
税、金融、招投标等高频服务领域应用，推
进电子印章同步发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强化部门和地方信息共享，提升电子
营业执照等互认度。选择部分城市依法依
规探索居民电子身份证试点，及时总结试
点经验和发现解决问题，推进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会议强调，要守牢信息安全。完
善安全管理规定，提高安全防护能力，依法
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做到
安全可靠、便捷高效，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放
心省心。对违规使用信息、滥用信息等各
类侵犯个人和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要依
法依规严肃查处。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确定有序推进电子证照应用的举措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家超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

务实有为，解民所困

7月6日拍摄的良渚古城遗址老虎岭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
当日，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虎岭遗址公园正式面向公众开

放。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古城西北方向。整个水利系统的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

里，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是中国
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今日小暑 即将步入“三伏天”和防汛关键期
7 月 7 日小暑

节气开始，此时节，
温风已至，暑气正
浓，我国大部分地
区进入炎热季节。
让我们在碧波绿
荫、戏水纳凉中享
受夏日清凉吧。
新华社发崔文编制

新华时评

上海普陀区通报兰溪路148号
疫情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新华社上海7月6日电（记者 吴振东）上海7月 5日新增24
例阳性感染者，均在隔离管控中通过例行检查发现，且与已被
列为高风险区的普陀区兰溪路148号有关。普陀区6日通报对
相关企业的调查处理情况。

通报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市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拟对上海曹港娱乐有限公司（自由
港量贩KTV）和上海市普陀区耕耘茶室（K莱米唱吧）违法违规
行为，作出如下处理：

上海曹港娱乐有限公司（自由港量贩KTV）经营地址位于
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 148 号 4楼，经营范围为卡拉 OK 包房。
该企业在上海市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KTV 等娱乐场所尚未
准许营业的情况下，擅自开展经营活动，且未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导致疫情传播，造成严重后果。吊销该企业娱乐经营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并处罚款，将相关人员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

上海市普陀区耕耘茶室（K 莱米唱吧）经营地址位于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兰 溪 路 148 号 3 楼 ，经 营 范 围 为 食 品 销 售
（含瓶装酒）。该商户未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娱
乐场所经营活动，且未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疫情
传播，造成严重后果。取缔该商户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吊销营业执照并处罚款，将相关人员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

通报指出，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王伟芳、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营商发展办公室主任王锐落实监管责任
不力，普陀区纪委监委已对上述2人予以党纪立案，并开展进一
步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