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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听证会报名表

为提高政府定价决策的民主性、科学
性、透明度，维护社会各界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
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关规定，拟在近期将
组织召开《三亚市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
规定（修订稿）》听证会。现公开征集听证
会参加人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人员构成及产生方式
（一）听证会参加人共 36名，具体构成

人员及产生方式如下：
1.消费者 15名，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

取的办法产生。如报名人数不足，将委托
三亚市消费者协会或居委会推荐产生。

2.经营者 3 名，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
取的办法产生。如报名人数不足，委托三
亚市交通运输局推荐产生。

3.专家（学者）1名，由三亚市发展改革
委邀请。

4.人大代表 1 名，政协委员 1 名，社会

组织代表2名由三亚市发展改革委邀请。
5.政府部门 13 名，是各区人民政府、

育才管委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财
政局、市司法局各 1 名，由三亚市发展改
革委邀请。

（二）听证会旁听人员 5 名，采取自愿
报名，按报名顺序选取或随机抽取产生。
如报名人数不足，将委托居委会推荐产生。

（三）新闻媒体记者 3 名，由三亚市发
展改革委邀请。

二、报名条件
1.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会讲普通

话，能够就听证事项客观发表意见，阐明理
由，并能够按时全程参加会议，遵守听证会
纪律。

2.同意公开必要的的个人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年龄、身份、职业、居住地、联系方

式等）。
3.基本了解停车收费政策。
三、报名方法
（一）报名时间：自2021年 8月 10日至

9月9日止。
（二）报名地址：三亚市发展改革委收

费管理科（吉阳区月川中路 2 号市发展改
革委办公大楼四楼）。

（三）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三

亚市发展改革委收费管理科办理报名。
2.网上（传真）报名：请填写《价格听证

会报名表》后，将报名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
复印件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送至我
委。

报名电话：88363463、88362185，报名
传真：88271832，报名邮箱：phe2021@163.
com。

四、本次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定

价听证方案要点，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
名单，届时将在《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网站》（网 址 ：http//:fg.sanya.gov.cn）和微信
公众号“三亚发展改革委”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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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
多媒体贝塔试验A/B卫星

新华社太原8月4日电（李国利 高阳）8月4日
19 时 01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
运载火箭，成功将多媒体贝塔试验A/B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记者 黄垚）中国气
象局 4 日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显
示，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明，气
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进
一步加剧。

蓝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
水平（1850 至 1900 年平均值）高出 1.2 摄氏度，是有
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三个最暖年份之一。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介绍说，我国是全
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率明显
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51 至 2020 年，我国地
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升温速率为0.26摄
氏度/10年。

“近20年是 20世纪初以来我国最暖时期，1901
年以来的10个最暖年份中，除1998年，其余9个均
出现在21世纪。”巢清尘说。

同时，蓝皮书指出，1961至 2020年我国平均年
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5.1毫米，江南
东部、青藏高原中北部、新疆北部和西部降水增加
趋势尤为显著。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
进一步加剧

食品药品被列入市场监管
严重违法失信管理范围

据新华社长春 8月 4日电（记者 薛钦峰）这些
天，吉林省梨树县聚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邵亮亮领到了一张聘书，他被吉林省人社部门
聘为高级农艺师。“相当于大学副教授，没想到农
民也能评高级职称。”邵亮亮自豪地说。

从今年 6 月开始，吉林省开展乡村人才高级职
称评审，设立乡村振兴农经师、乡村振兴农艺师等职
称专业，从农业合作社、返乡创业农民工等群体中遴
选，最终300名来自农村的“土专家”“田秀才”获得
乡村人才高级职称。高级职称相当于大学里的副
教授。

邵亮亮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2015年在地方政
策支持下返乡创业。他成立合作社后，带领村民种
植西兰花、甜玉米等。如今，合作社的西兰花出口
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邵亮亮也成了远近闻名的

“西兰花大王”。“不少大学同学祝贺我，打趣说他
们都没评上副教授，我回到农村却评上了。我想这
既是荣誉和鼓励，更是继续扎根农村的动力。”邵亮
亮说。

在这次评审和选拔中，吉林省突破以往的学
历、论文、身份、年龄等评价门槛，重点看能否带领
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的综合能
力，树立乡土人才培养的“风向标”。此外，吉林省
建立长效机制，在技术服务、项目合作、银行贷款、
产品推介、财政扶持等方面，给予这些“土专家”

“田秀才”政策倾斜。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 赵文君）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等领域被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
信管理范围，促使市场主体提升守法诚信经营意识
和水平。

这是记者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为推动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
办法》3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自今年 9月 1日
起施行。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
理办法》构建统一规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
度，聚焦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等直接关系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领域，强化信用约束和失信惩
戒，着力解决群众痛点、治理难点。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
定》和新制定的《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共同推动解决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
限较长、信用修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市场监管部门在构建信用监管制度框架之初，
提出“公示即监管”的理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依法公示企业注册登记备案、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有效展现企业
信用状况，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吉林为300农民评“教授”

新华社北京 8月 4 日电 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4日在京召开
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
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进一
步提高责任感，紧急动员、紧急

行动起来，克服松懈麻痹思想，
落实“四早”要求和“四方责任”，
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
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守住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
捷主持会议。

孙春兰指出，近期国内出现

多点散发疫情，发展趋势具有不
确定性。各地要把疫情防控作
为头等大事，指挥体系 24 小时
保持运行，没有发生疫情时关键
抓“ 防 ”，发 生 疫 情 后 处 置 要

“快”，迅速切断传播途径和链
条。外防输入一刻也不能放松，
坚决守住机场、港口、陆路口岸

等各个关口，入境人员和货物要
与国内人员活动场所物理隔离，
高风险岗位人员要闭环或封闭
管理，工作期间避免与家庭成员
和社区群众接触。要严格落实
首诊负责制，第一时间发现报
告，按照“先管再筛”原则，及时
集中隔离重点人群，密接者的区

域协查工作必须在 24 小时内完
成。在全国组织开展院感防控
专项排查行动，对不符合院感防
控要求的限时整改，整改不到位
的坚决关停。要及时发布疫情
信息，提醒风险人群主动检测、
自觉报告，切实承担起疫情防控
的社会责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采取有效措施 尽快把疫情控制住

疫情动态

北京：
新增3例
京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记者 侠克）北京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4日举行的北京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百三十一
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8月4日0时至12时，北京市
新增 3例京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
为 8 月 1 日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中 2 例
为确诊病例亲属，有湖南省张家界市旅行史，1例为
确诊病例同航班密切接触者。

庞星火通报，经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此轮
疫情前期病例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与
近期南京疫情病毒全基因组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
播链。鉴于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高、传播力强，
北京面临的输入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经综
合研判，北京市将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跃苑二区、
房山区阎村镇乐活家园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截
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 2 个，全市其他地
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据新华社上海 8 月 4 日电（记
者 龚雯 史依灵）记者 4日从上海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目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基本完
成8月 2日新增的1例本土确诊病例
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工作。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该病例感染的新
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经比对，

与近期国内多地本土病例基因组无
关联，但与境外德尔塔变异株同源性
较高。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
组组长张文宏表示，从和德尔塔毒株
正面交锋后积累的一些数据看，德尔
塔毒株引发的“突破感染”病例数比
原始毒株引发的“突破感染”病例数

虽有所增加，但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降
低德尔塔毒株引起的重症率和死亡
率，这说明现有疫苗的保护作用是毋
庸置疑的。

张文宏说，如果将来新冠病毒变
异，完全逃避了疫苗对它的作用，新
的疫苗也会随之被研发出来，所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上海 新增的1例本土病例属于德尔塔变异株

据新华社武汉 8 月 4 日电（记
者 李伟 黎昌政）在湖北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湖北
省卫健委副主任柳东如介绍，自7月
31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湖
北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例、无症
状感染者11例。其中，3日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均

为武汉同一工地隔离封闭管理人员。
湖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李阳介

绍，对湖北红安、荆州、武汉三地首发
病例样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
列测定和变异位点分析，发现其与江
苏南京及其后续病例的病毒高度同
源。流行病学调查也证实三地首发
病例均与淮安某旅行团时空轨迹高

度重合。三地后续病例均是在密切
接触者排查和隔离管控中主动发现。

柳东如介绍，疫情发生后，对红
安永佳河镇等地全面加强封控管理，
对荆州火车站进行了终末消毒，启动
荆州城区全员核酸检测，截至 8 月 3
日 24时，已采样85.4 万人，已完成检
测86956人，结果均为阴性。

武汉 新增9例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

湖南：
本轮疫情
由3名外省游客输入

据新华社长沙 8月 4日电 记者 4 日下午从湖
南省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个案调
查、大数据比对和病毒基因测序，湖南本轮疫情目
前已发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链大部
分已查清。

湖南省本次疫情是由来张家界市的3名外省游
客输入，这3名游客7月 17日在南京禄口机场短暂
停留，当晚进入张家界市，在张家界市旅游到 7 月
23日后抵达湘西自治州凤凰县，7月24日离开湖南
省。期间，这 3 名游客通过酒店内共同早餐、旅游
中聚集性活动等，将病毒传播给张家界市本地导游
和北京市、成都市等地游客。成都市游客7月 24日
在常德市一封闭游船上再次传播给众多同乘者。
这些游客、导游再通过密切接触和聚集性活动引
发国内部分省市和湖南省部分市州的传播。

张家界：
因疫情防控不力
1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新华社长沙 8月 4日电（记者 阮周围）张家界
市纪委3日发布对数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情况的通
报，指出少数单位和少数公职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履职不力、工作无序、进展迟缓，对疫情防控工作
造成了不良影响，18名有关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通报同时提醒张家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要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全市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
到位。

聚焦疫情防控

8 月 4 日，在云南昆明一接种点，12 至 17 岁人群接
种新冠疫苗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8月4日，工作人员在宁夏银川市一处网约车消毒点
对驾驶员进行体温测量、登记。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8 月 4 日，张家界启动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一居民接受核酸检测取样。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