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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6月，一批关系社会民生的新规
开始施行，从加强噪声污染治理到严
管固体饮料质量安全再到规范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活动等，以法
治之力守护你我美好生活。

加强广场舞扰民等噪声
污染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自2022年6月5日起施行，治理
噪声污染将有更强法律武器。

在适用范围上，本法将工业噪声
扩展到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增加
对城市轨道交通、机动车“炸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饲养宠物、餐饮
等噪声扰民行为的管控；将一些仅适
用城市的规定扩展至农村地区；明确
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措施要求。

本法明确，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
合理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
时段、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
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禁
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
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
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禁止驾驶拆除
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
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
成噪声污染。

固体饮料不得宣称具有
治疗保健功能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固体饮
料质量安全监管的公告》自2022年6
月 1日起施行，对固体饮料标签标识
等作出规定。

公告明确，固体饮料标签、说明
书及宣传资料不得使用文字或者图案
进行明示、暗示或者强调产品适用于
未成年人、老人、孕产妇、病人、存
在营养风险或营养不良人群等特定人
群，不得使用生产工艺、原料名称等
明示、暗示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保健功能以及满足特定疾病人群
的特殊需要等。

固体饮料产品名称不得与已经批
准发布的特殊食品名称相同；应当在
产品标签上醒目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
性的专用名称“固体饮料”，字号不
得小于同一展示版面其他文字。

规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领域经纪活动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
机构管理办法》自2022年6月30日起
施行，对相关领域的经纪活动作出进

一步规范。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

构、经纪人员应当严格规范信息发
布，不得发布或者雇佣营销号发布引
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等有害信息，
不得以打赏排名、刷量控评、虚构事
实、造谣攻击等方式进行炒作，不得
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应援集资等
方式诱导粉丝消费。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
构、经纪人员，应当加强对服务对象
官方粉丝团、后援会等账号的日常维
护和监督管理；应当引导和规范粉丝
行为，不得组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扰乱社会正
常秩序等活动和集会。

严格控制占用湿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本法规定，禁止占用国家重要湿
地，国家重大项目、防灾减灾项目、
重要水利及保护设施项目、湿地保护
项目等除外；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
当避让湿地，无法避让的应当尽量减
少占用，并采取必要措施减轻对湿地
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等。

本法进一步明确湿地保护与合理利

用的关系。比如，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湿地保护规划和湿
地保护需要，依法将湿地纳入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在湿地
范围内从事旅游、种植、畜牧、水产养
殖、航运等利用活动，应当避免改变湿
地的自然状况，并采取措施减轻对湿地
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

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
国债券市场更便利

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
发布联合公告，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
投资者依法合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
自2022年6月30日起施行。

公告明确了各方权责，支持境外
机构投资者直接或通过互联互通方式
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自主选择交易
场所。

入市程序方面，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法人身份入市。对于拟备案机构及
已备案机构的新增产品，无需再逐只
产品备案。对于已备案的产品，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既可以保留现有债券账
户，也可以归并至法人层面，相关金
融基础设施应当提供非交易过户服务。

新华社记者 白阳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加强噪声污染治理、严格控制占用湿地……

一批重要法律规定6月“上新”

这是 5 月 30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以
南的塞加拉地区拍摄的装有木乃伊的
彩绘木棺。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 30 日宣布，在
吉萨省塞加拉地区出土250具距今2500
多年的彩绘木棺和150个古代铜质雕像
等文物。塞加拉地区是古埃及文明核
心遗址，拥有多位法老的金字塔和许
多贵族的墓地，其中包括最古老的阶
梯金字塔。 新华社发

埃及出土
彩绘木棺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据今日俄罗斯通
讯社5月31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国
务秘书、副部长伊万诺夫对当地媒体
说，目前暂无必要从不友好国家撤离
使馆工作人员。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30日报道，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
亚克接受乌媒体采访时说，目前乌俄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谈判已暂停。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1日报道，
伊万诺夫说，目前暂无必要从不友好
国家撤离使馆工作人员，但俄方已制
定相关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
况。在反俄情绪高涨的个别国家，当
地政府根据国际义务采取了必要措

施，以保护俄驻外代表处免受极端分
子袭击。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31日援引乌各
地军事部门的消息报道，截至当天上
午，俄军继续炮击哈尔科夫、尼古拉耶
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和
阿夫迪夫卡地区也遭到俄军火力打
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战斗
仍在继续。乌通社当天援引卢甘斯克
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代的话
报道说，在卢甘斯克地区，北顿涅茨克
市的部分地区已被俄军控制。俄军正
开展军事行动，清理北顿涅茨克市周
边地区，但乌军仍在抵抗。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30日报道，

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接受乌
媒体采访时说，目前乌俄在政治和外
交方面的谈判已暂停。但为了交换被
关押人员、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和疏散
民众，双方在人道主义方面的谈判仍
在进行。

顿涅茨克市长30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该市当天遭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
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30日说，俄火箭炮部队摧毁乌克兰62
个指挥所、593个人员与军事装备集中
区、4套“冰雹”多管火箭炮和1个弹药
库等。俄军还使用火炮打击了位于尼
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厂棚库，摧毁乌方

15 辆坦克和步兵战车、5 门火炮。他
说，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共
摧毁乌军 183 架飞机、128 架直升机、
1064架无人机、325套防空导弹系统、
3323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451台多管
火箭炮、1731 门野战火炮及迫击炮、
3294辆特种军用车辆。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日在
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当天，俄军在对乌
作战中已损失人员30350人，损失坦克
1349辆、装甲车3282辆、火炮643套、
多管火箭炮205套、防空系统93套、固
定翼飞机207架、直升机 174架、战术
无人机507架、舰船和巡逻艇13艘、汽
车和燃油运输车2258辆。

俄方暂无需从不友好国家撤离使馆工作人员
乌方表示乌俄政治外交谈判已暂停

近年来，美方罔顾事实，炮制中国
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世纪谎言，以
所谓“强迫劳动”问题为借口制裁打压
相关企业。美方频打“新疆牌”，全然
不顾全球产业链的紧密联系，无视美
国消费者的利益，令受制裁波及的众
多美国本土企业叫苦不迭。

上届美国政府大肆炮制所谓新疆
“强迫劳动”谎言。2020年6月，特朗普
政府将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签署成法，随后出台制裁措施。美
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多次发布“暂扣
令”，在海关扣留新疆地区企业所产光
伏、棉花、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等。

本届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制裁范
围，并在2021年底批准所谓“维吾尔强
迫劳动预防法案”成为法律。该法定于
今年6月21日正式生效，将新疆生产的
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迫劳动”产
品，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产品。

美方频打“新疆牌”的负面影响已
波及美国诸多行业。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网站显示，今年2月以来，在美上
市的16家公司就涉疆法案可能会对业
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布风险提示，这
些公司涉及零售、汽车、新能源和医疗
器械等行业。

其中，太阳能产业所受冲击尤为

严重。美FTC太阳能公司首席执行官
肖恩·洪克勒表示，“暂扣令”显著抑制
了光伏组件的进口，导致相关企业限
制甚至停止生产、暂停发货，致使美国
光伏产业近期发展受限。

据挪威吕斯塔德能源公司分析，
原本预计美国在2022年将新增太阳能
发电能力27吉瓦（1吉瓦为10亿瓦），但
由于受到美商务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边境管理部门扣留货物、太阳能组
件成本升高等影响，今年美国实际新增
太阳能发电能力可能仅为10吉瓦。

新疆地区是全球棉花最主要的产
地之一，美国政府的一纸禁令令本土

纺织行业面临巨大风险。美零售商迪
拉德有限公司表示，美政府的“暂扣
令”将影响到包括该企业含棉产品在
内的全球供应链。全面阻止从新疆进
口商品的立法可能会导致商品成本攀
升，并对企业盈利造成冲击。

美电动汽车制造企业卢西德集团
也多次警告说，涉疆法案可能进一步
限制电子配件、矿物提取物、织物和可
再生能源产品的进口，将对公司的产
业链、成本控制和运营带来实质性的
负面影响。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新华社纽约5月31日电）

美国频打“新疆牌”令本土企业叫苦不迭

新华社布鲁塞尔 5 月 30 日电（记
者 任珂）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30
日深夜宣布，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就立即
禁止进口75%的俄罗斯石油达成一致。

欧盟特别峰会 30 日和 31 日在布
鲁塞尔召开。米歇尔30日深夜在社
交媒体发文说，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
天就对俄罗斯第六轮制裁达成一致，
将立即禁止进口75%的俄罗斯石油，
通过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米歇
尔说，在今年年底前从俄罗斯进口的
石油将削减 90%，以减少俄资金来
源，给俄罗斯施以“最大压力”结束
俄乌冲突。

米歇尔表示，制裁方案还包括将
俄最大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排除在环

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之外、禁
止3家俄国家媒体的新闻信息产品以
任何形式在欧盟落地和传播等。

米歇尔还表示，欧盟准备向乌克
兰提供 90 亿欧元以支持其重建，欧
洲理事会将继续与七国集团成员国
一起，帮助乌克兰满足当前对流动性
的需求。

本月初，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第六
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提案，包括今年
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石油。在 16
日举行的欧盟外长会上，因匈牙利反
对，提案未获通过。匈牙利总理欧尔
班30日说，如果匈牙利能源供应安全
有解决方案，匈牙利就支持第六轮对
俄制裁提案。

欧洲理事会主席：

欧盟就部分禁止进口俄石油达成一致

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31日电 （记
者 王卓伦 尚昊） 据以色列媒体5
月31日报道，一种能在20秒内获得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的设备已研发完
成，检测准确率达96.3%。

这种设备结合了光谱传感技术和
人工智能手段，能获取口腔拭子的光
谱特征，用机器算法分析识别样本中
是否携带新冠病毒。

以色列人工智能和光谱技术企业
Virusight Diagnostic宣布，在对所有
年龄段男女受试者的550份唾液样本

进行的测试中，与常规的逆转录-聚
合酶链式反应（RT-PCR）相比，这一
方法检测出的样本总体敏感性是前者
的92.7%，特异性为前者的96.8%。检
测可在20秒内完成并将结果发送至手
机或电脑。

以色列谢巴医疗中心首席创新
官埃亚勒·齐姆利希曼说，在药房、
诊所等场所中，这一方法能帮助人
们立即做出明确判断，从而更好地
防控新冠疫情，为患者提供更快更
好的治疗。

以色列研发出20秒检测出
新冠病毒的设备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31日发布《关于进一步
精准规范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消毒
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认识精准规范
消毒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进一步
规范各地消毒工作，指导各方精准落
实消毒各项措施，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通知明确，在疫情防控过程中，
坚决杜绝入户消毒技术不规范、操作
简单粗暴、执行跑偏走样等问题发
生。要求从严格规范疫源地终末消
毒、优化入户终末消毒技术操作流
程、指导各行各业疫情期间开展预防
性消毒等5个方面精准规范落实各项
消毒措施。

根据通知，各地要将消毒作为当
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抓
好，确保消毒效果和质量。对于检查

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的，要及时跟踪
整改到位，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同时，进一步加大消毒相关政策
解释说明力度，针对公众关心的消毒
问题，及时做好回应和解读。

通知分别制定了针对专业人员使
用的《疫源地终末消毒工作细则》、群
众科普和公共场所使用的《公众预防
性消毒指引》。

其中，《疫源地终末消毒工作细
则》进一步细化了终末消毒的范围和
对象、消毒方法，优化了入户终末消毒
的技术操作流程，增加了针对不同污
染物品、环境的无害化处理方式方法
等内容；《公众预防性消毒指引》重点
突出了对家庭和公共场所日常性清洁
消毒的指导，防止出现“放松消毒”和

“过度消毒”两种倾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进一步精准规范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消毒工作

新华社上海 5 月 31 日电 （记者
陈爱平 孙丽萍）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31日介绍，上海在严格防范疫情反
弹、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严而有序
推进文旅场所恢复开放。

自6月 1日起，上海有序开放主
要旅游资源位于室外或50%以上旅游
项目位于室外的A级旅游景区，率先
恢复开放的A级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
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截至目
前，上海市共有 A 级旅游景区 134
家，其中室外类型的为89家。

6月中下旬之后，上海根据全市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阶段
性安排，视情及时有序逐步恢复开
放各类文博、演出、娱乐等密闭式文

旅场所。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已发布《上

海市文旅场所严而有序恢复开放工作
指引 （试行）》。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局长方世忠介绍，文旅场所恢复开
放严格遵循“一行业一指南”“一场
所一方案”，落实“预约、错峰、限
流”管理，实行实名制购票预约，引
导分时段入园，做好客流的实时监测
预警和现场分流疏导；上海文旅系统
通过“一口预约”“一码畅游”“一键
速递”等特色服务，进一步优化人们
预约出游、错峰出行体验。

截至 5 月 31 日，已有位于奉贤
区、金山区、崇明区的部分室外型景
区进行了压力测试。

上海有序推进文旅场所恢复开放
率先开放室外的A级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