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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设立的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七成

中国财政部税政司司长贾荣
鄂6月30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透露，2013年以来，中央设立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百余项，其
中涉企收费减少七成。目前，中央
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185项减
少至50项，减少幅度约73%。中新

国家防总启动
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为做好今年第3号台风“暹
芭”防范应对工作，根据《国家防
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
防总决定于6月30日18时启动防
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部署
重点地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国
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分
别赴广东、广西协助指导防台风
工作。

人民日报客户端

俄国防部宣布
从蛇岛撤军

俄罗斯国防部6月30日发布
公告称，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完
成了在蛇岛的指定任务，并于当
天撤出了位于那里的驻军。俄国
防部强调这是俄方的善意举措并
借此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联
邦并没有阻挠联合国为建立人道
主义走廊以将农产品运出乌克兰
的努力。 央视

7月8日起上海市内
影院逐步恢复开放

上海市电影局6月30日发布
公告，符合条件的上海市内电影
放映场所可于7月8日起恢复开
放。恢复初期，采取网络实名售
票，上座率上限为50%，电影观众
须间隔落座。 新华

社会

6月30日从公安部获悉，开
展打击整治“沙霸”“矿霸”等自
然资源领域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以
来，截至今年5月底，共立案侦办自
然资源领域黑恶案件230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4700余人，破获相关
案件3700余起，铲除了一批顶风
作案的“沙霸”“矿霸”，有力维护
了良好自然生态环境。 中新

广东立法禁止
在楼梯间为电动车充电

广东省修订出台《广东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
法》,将于7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
确禁止在楼梯间等不符合消防安
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停放电动自行
车、电动摩托车或为其充电,对拒
不改正的单位最多处罚5000元、
个人最多处罚1000元。 中新

据财政部网站6月30日消息，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
布《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
有关办法的通知》。《通知》明确，
提高建设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建
设工程进度款支付应不低于已完
成工程价款的80%。 中新

两部门要求提高
建设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

菲律宾新任总统
马科斯宣誓就职

菲律宾新任总统马科斯于6
月30日12时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
正式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第17
任总统。据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
人让·法哈多上校介绍，约3万人
观看了马科斯的就职典礼。今年5
月9日，菲律宾举行全国大选，现
年64岁的马科斯赢得3100多万张
选票，成功当选。菲律宾宪法规
定，总统任期为6年。 中新

推进铲除“沙霸”“矿霸”
截至5月底已抓获4700余人

中高风险区域剧本娱乐
经营场所暂停营业

据文旅部网站消息，文旅部
印发《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指南提
到，疫情低风险地区，剧本娱乐经
营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应当严格
执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属地
党委、政府有关要求。疫情防控风
险等级调整为中高风险区域的，
暂停营业。 央视

欧洲艺术博览会
超1000万美元珠宝被抢

当地时间6月28日上午，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举办的欧洲艺术博
览会（TEFAF）上发生一起抢劫
案，4名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持械
抢劫珠宝，其中一人直接抡起大
锤狠砸玻璃展柜。目击者拍下的
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目前，
荷兰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比利时
嫌犯，另外两名嫌疑人还在追捕
中。有报道称，被抢展品为两对耳
环，价值超1000万美元。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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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启动

进入夏季以来，超员载客、违
法载人、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
法易发多发。6月30日，公安部交
管局部署开展夏季酒驾醉驾整
治、公路易肇事肇祸违法整治两
个“百日行动”，重拳打击易肇事
肇祸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以赴除
隐患防风险、保安全保畅通。新华

错认网恋女友女儿
男子持刀报复

6月28日17时许，无锡警方接
报在经开区发生一起持刀伤人警
情，有1人受伤。警方赶赴现场与
群众合力将犯罪嫌疑人蒋某抓
获。据蒋某交代，25日其乘高铁来
锡欲找网恋女友解决纠纷，28日
下午误以为一过路女孩系网恋女
友的女儿，遂持刀上前报复。目前
该女孩经救治无生命危险。蒋某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央视

与防疫人员发生冲突
北京民警被停职

针对网上反映6月28日广阳派
出所一民警在执行勤务过程中与长
阳镇某村防疫人员发生冲突并违规
使用警械具的情况，北京市房山公
安分局6月30日发通告称高度重视，
督察部门立即对涉事民警在执行勤
务、落实核酸检测要求中存在的问
题开展核查。目前，涉事民警已被停
止执行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新华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
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专项检查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
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一
级标准物质专项检查的通知》，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国家一级标
准物质专项检查。通知要求，各省
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重视此次专项
检查工作，将其作为加强标准物质
管理，完善量值传递和溯源体系重
要抓手，切实推动标准物质研制生
产机构能力和水平提升。 中新

内地对香港已全面
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

在6月30日商务部举行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束
珏婷介绍，香港回归25年来，我
们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经
贸领域积极建立并完善合作机
制，推动两地规则衔接、机制对
接，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
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服务贸易
自由化。 央视

全国检察机关5年来
公益诉讼立案67万余件

6月30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2017年7月至2022年6月底，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
案件67万余件，其中，民事公益诉
讼5 . 8万件，行政公益诉讼61 . 4
万件。 新华

近日，教育部对2022年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进行部署，强调各
地各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政
策解读、信息查询和温馨提示等
服务工作。新生入学时，要严格按
有关规定组织新生入学资格复
查，并通过信息技术等多种手段
严防冒名顶替。 新华

严格按规定组织
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冰墩墩等冬奥特许商品
今起停产

根据北京冬奥组委与特许生
产商的特许经营协议，6月30日是
最后一天特许经营企业可以领取
防伪标签。也就是说，从7月1日开
始，包括冰墩墩公仔等在内的
2022北京冬奥会各种特许商品都
将停止生产。

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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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正式启动

6月29日，《2022年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及相关
文件正式公布，标志着自国家医
保局成立以来的第五轮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
如进展顺利，将于7月1日正式启
动申报，11月份公布结果，明年1
月1日落地执行。

新华

语文教材删减鲁迅作品？
人教社回应：没有的事

对于当下网络社交媒体上
时不时出现的语文教材删减鲁
迅作品传闻，6月29日下午，人民
教育出版社在其微信公号上发
长文回应称，鲁迅先生的作品从
未大规模“撤离教材”，鲁迅先生
一直与所有使用中小学语文教
材的孩子们同行。 北京青年报

国内航线燃油费上涨
5日起单程最高200元

6月30日，同程旅行接到多家
航司通知，自2022年7月5日起，燃
油附加费收取标准上调。国内航线
燃油收取标准为：800公里（含）以
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人民币100
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
取人民币200元。这是今年2月恢复
征收燃油附加费以来的第五次涨
价。 北京日报客户端

教育部部署
暑期校外培训治理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
各地做好暑期校外培训治理有关
工作。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强检查
巡查，在暑期采取“日查+夜查”

“联检+抽检”等方式，严防学科类
培训机构隐形变异违规开班、面
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培训机构
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非学科类
培训机构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
等问题发生。 人民日报客户端

英语被判0分总分533分？
江苏回应：谣言！已报案

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声明，近
日，一名重庆网友以江苏普通高考
考生身份发文，称自己因为英语考
试延迟作答被判0分，但依然取得总
分533分的成绩，此事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该谣言严重损害高考的权威
和信誉，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已经向公安部门
报案并责令该网友删帖。 中新

记者 张晓丽
通讯员 杨露露

高标准改造旅游设施

累计投入7亿多元，高标准实施了基
础设施完善、景点改造提升、环境综合整
治、智慧旅游等27个重点创建项目，建成1
处游客中心、7处游客服务处和游客咨询
点，完成改造生态停车场7处、旅游码头6
处、公路驿站3处，设置全域全景图与旅游
交通指示牌150余处、旅游厕所23座。环微
山湖东堤、枣菏高速微山湖特大桥南阳互
通立交以及京台高速微山城区连接线、微
山湖连接线均建成通车。实施了荷园、望
湖塔、微山岛三贤美食街等景点夜间亮化
工程；从微山县高速连接出口、枣庄高铁
站至微山岛区域、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至
微山岛的水域美化、亮化、绿化工程；微山
岛12个村、韩庄镇9个村、昭阳街道5个村
开展了人居环境提升工程，为微山湖旅游
区创5A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全方位丰富旅游业态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荷园、国家级湿

地公园、旅游特色村等游览场所得到了全
面改造提升，实施了业态植入和体验式产
品打造，形成了大湖生态体验、低空飞行、
渔家美食、休闲渔业、中医康养、精品民宿
等旅游产品供给体系。举办了2022年中国
鲁菜微山湖美食节，策划了微山岛三贤美
食街；与山东演艺集团合作打造了红色话
剧《微山湖》，编排了渔家婚礼、鱼鹰表演
等8类演出活动，在岛内大官码头组织文
艺轻骑兵小分队20余人，每天分4个时段
演出红色话剧《微山湖》；策划网红打卡点
4处，在景点内设置19处文创产品和特产
展示区销售商店，增加特色产品23种，引
入文化创意产品、当地民俗产品种类约60
种，协调市文旅集团产品129种；在荷园古
建处、微子文化苑望湖阁前门广场、铁道
游击队纪念碑前广场等地分别设立了特
色小剧场、书画展、汉画像石拓片展。

精细化提升服务质量

聘请北京京师天成旅游规划设计院
全程驻场指导创建。推动微山湖旅发集团
成立运营分公司，与无锡拈花湾文投合
作，规范景区运营。智慧旅游服务全面铺
开。全力全速抓好荷园、湿地、游客中心、
微子文化苑、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岛内外
码头等关键部位整改提升。新采购游艇2
艘、高端封闭式观光车3辆，提档升级游艇
4艘。举办“专家暗访”模拟实战培训，沿精
品路线组织模拟培训，加强专业技术指
导。分门别类、全面开展景区管理服务、导
游讲解、消防应急演练、创建应知应会知
识标准问答等各类培训，累计培训管理服
务人员突破1 . 5万人次；2022年2月28日举
办了全县导游员、讲解员培训班，指导集
团公司制定金牌解说员选拔培养方案，景

区每周开展一次现场教学实践活动，坚持
日晨会制度，微山湖旅发集团管理服务能
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动员加强微山岛镇、
韩庄镇、昭阳街道等属地力量，对创建区
域内居民开展文明素质教育培训，居民服
务意识进一步增强。

多渠道打响旅游品牌

与山东省网媒集团全媒体启动“相约
微山岛，畅游微山湖”微山湖旅游区采风
活动，发布文字宣传174条、视频宣传204
条，点击量491万次。在央视《新闻联播》等
栏目前后投放广告，联合今日头条在北
京、上海等九大重点客源城市投放广告，
在《中国旅游报》等知名媒体及高铁投放
旅游专题广告。针对境外游客制作了“京
杭运河休闲游”五种语言主题线路短视
频。截至目前，共有20余家国家级、省市级
媒体对微山湖旅游区创5A进行了报道，
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今年，在枣庄高
铁站、济南高铁站设置灯箱广告，通过新
媒体平台定期开展正面宣传；通过微山湖
文旅微信公众号、腾讯网、网易、新浪网等
对景区策划的“云”游微山湖、线上猜灯谜
等多种线上线下主题活动进行广泛宣传。

多措并举创5A 微山湖旅游区换新颜
2019年11月，微山湖旅游区被国家文旅部列入创建5A级旅游景区预备名单，全

县上下倍加珍惜这一重大发展机遇，举全县之力，完善了省、市、县、镇、村、企“六位
一体”创建模式，高标准实施了道路码头建设、服务设施完善、景点改造提升、环境
综合整治、智慧旅游等系列工程，旅游区硬件水平和游览环境实现了质的飞跃，总
体风貌焕然一新，已全面做好了迎接文旅部专家验收的一切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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