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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的法律法规 7 月起施行
哪个你最关心？
进入 7 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
行。公职人员行为监管更加严格、社区矫
正工作从此有法可依、新森林法聚焦林业
可持续发展……法治，让社会治理更完
善，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政务处分法构筑惩戒职务违法
的严密法网
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用，
党纪管不了”？自 7 月 1 日起施行的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
监督，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
事处罚。
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的违法行为，除
了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金、滥用职权等
较为常见的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之外，还纳
入了“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
“ 违反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
“拒不
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
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
的”
“ 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
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并
规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种类，政
务处分法规定了 6 种政务处分，分别为警
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政务
处分的期间分别为：警告，六个月；记过，
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
二十四个月。
政务处分法要求，任免机关、单位应
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
育、管理、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
处分。监察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
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同时，监察机关发现公职
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
予，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

地理信息服务
成为民生新需求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王立
彬）当北斗系统成为新
“罗盘”，
城市越来越
“聪明”，从快递外卖到在线问诊、远程看
护，地理信息服务成为民生新需求。
记者 29 日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
获悉，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基础支撑，
提供位
置服务的地理信息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在疫情防控中，地理信息产业运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导航定位等技术，在保障疫情监
测、人口迁徙分析、交通监控、资源储备、医
疗废物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向
全球提供疫情动态地图服务。
“在疫情防控中，应急管理、智慧城市、
交通物流等对地理信息产业提出大量新需
求。”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孙玉国
说。今年以来，
“数字化防疫”
经验表明，
从
卫生防疫到医疗养老，地理信息新需求不
断释放，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
在浙江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全国首家
AI 全科诊所“地理信息小镇智慧诊所”模
式开始走向全国。今春以来德清智慧养老
再升级，
“健康小管家”配备福利院每位老
人并在居家老人尤其是独居、失能失智老
人中推广，老人信息实时反馈至医生，
需要
时上门服务。
解决老龄化、慢性病增长、医疗资源分
布不均等问题，成为医疗信息化发展的内
在动力，互联网巨头纷纷巨资投入。作为
领先的病理行业服务平台，91360 智慧病
理网近日完成新一轮数千万元融资，领投
的乾兆基金及其关联基金在体外诊断领域
完成投资已近 20 亿元。91360 创始人狄
峰说，病理领域人工智能化将减少资源浪
费、提高诊断效率，
使宝贵的病理资源惠及
更多人。

浙江舟山连岛工程
节点性工程合龙
新华社杭州 6 月 29 日电 （记者魏一
骏）29 日，连接浙江舟山本岛和岱山岛的
舟岱大桥主通航孔桥顺利合龙，舟山灰鳖
洋海面，三座 180 米高的主塔成功“牵手”，
标志着距全桥贯通又近了一步。
“舟岱大桥全长 28 公里，是连接舟山
本岛与岱山岛的唯一海上通道，建成后将
结束岱山
‘孤悬海上’的时代。”
浙江省交通
集团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常务副总指挥
吴波明说，主通航孔桥是宁波舟山港主通
道 项 目 控 制 性 工 程 ，全 长 1630 米 ，主 跨
2×550 米，是在综合考虑船舶通航、航空
限高及建造成本等多重要素下的最合理设
计方案。
据介绍，舟岱大桥主通航孔桥于 2017
年 9 月开建，桥面由 113 片钢箱梁拼焊而
成，总重量约为 27800 吨，桥下通航孔可
容纳 10 万吨级油船航行，为宁波舟山港区
海上大型运输船舶提供了良好通行条件。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建成后将与甬
舟高速相连，使舟山连岛工程总建设里程
达到 83 公里，跨越 8 个岛屿，拥有 10 座大
桥。该项目远期规划向北连接上海，届时
将对完善地区综合交通网络、支撑国家产
业布局规划、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时提出监察建议。

社区矫正法突出监督管理与教
育帮扶相结合
社区矫正法自 7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
我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专门立法。
我国从 2003 年开始试点并逐步推进
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法吸纳总结了
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一些成功有效的做
法，如在各地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
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的经验基础上，将
“国家支持社区矫正机构提高信息化水
平”写入总则，并就信息化核查、使用电子
定位装置等内容作出规定。
该法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和工作
原则，规定社区矫正是为了“促进社区矫
正 对 象 顺 利 融 入 社 会 ，预 防 和 减 少 犯
罪”。社区矫正工作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
帮扶结合，专门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
采取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有针对地消
除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
成为守法公民。
社区矫正法注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社区矫正。居委会、村委会可以引
导志愿者和社区群众，利用社区资源，采
取多种形式，对有特殊困难的社区矫正对
象进行必要的教育帮扶；社区矫正机构可
以通过公开择优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服务或者其他社会服务，为社区矫正对象
在教育、心理辅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关
系改善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扶。

新森林法聚焦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修订的森林法自 7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充分体现出“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
原则，同时实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力求

实现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森林法的一大亮点，是将植树节以
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明确每年三月十二日
为植树节，进一步强化了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居
民的造林绿化责任。
新森林法加大了对天然林、公益林、珍
贵树木、古树名木和林地的保护力度，
完善
了森林火灾科学预防、扑救以及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制度。针对现实中一些企业、单
位采挖移植林木破坏森林资源的突出问
题，
明确采挖移植林木按照采伐林木管理。
新森林法确立了森林分类经营管理
制度，将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公益
林实行严格保护，商品林则由林业经营者
依法自主经营。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
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
提下，经科学论证，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
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适度开展林下
经济、森林旅游等。对于商品林，则明确
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可以采取集约化
经营措施，合理利用森林、林木、林地，提
高商品林经济效益。

新司法解释进一步保障“告官见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自 7 月 1 日起
施行。该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活动，保障民众能够“告
官见官”。
司法解释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的内涵。一是仅限于诉讼程序，不
包括询问、调查等程序；二是不限于行政
机关，还包括其他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
资格的行政主体；三是不限于作为被告的
行政机关，还包括应当追加为被告而原告
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

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
类型上，司法解释具体列举了涉及食品药
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
安全等案件类型，引导行政机关对三类特
殊案件主动出庭应诉。
为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出
声”，司法解释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
行政机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
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
交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明。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
争议发表意见。

新条例规范强化军队院校教育
高考临近，报考军队院校是不少有志
学子的热门选择。自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
版《军队院校教育条例（试行）》，围绕培养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军队院校教育各方面
和全过程工作运行。
新修订的条例整体重塑院校教育管
理体系，科学划分各级职责界面，推动落
实院校优先发展战略。贯彻政治建军要
求，强化姓军为战导向，优化新时代军队
院校教育基本布局，规范院校教学工作、
科学研究的定位要求和主要任务，明确院
校领导、教员、学员的标准要求，突出政治
能力培养。
条例着眼新型院校体系运行和新型
军事人才成长成才特点规律，坚持改革创
新，大力推进军队院校教育理念、制度、内
容、方法、治理现代化，拓展完善招生、保
障、交流合作等支撑制度，建立健全新体
制下院校内部管理运行机制。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乌东德水电站
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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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统计确认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已超千万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29 日电 （记者刘
曲）世界卫生组织 29 日发布的全球新冠疫
情数据确认，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
过 1000 万 例 ，死 亡 病 例 累 计 接 近 50 万
例。世卫组织警告称，近期疫情又出现加
速传播的趋势。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 29 日 10 时 43 分（北京时间 29 日 16 时
43 分），全 球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累 计 达
10004707 例，死亡病例累计 499619 例。
目前美国和巴西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均
处 于 全 球 前 两 位 ，其 中 美 国 累 计 确 诊
2496628 例，死亡 125318 例；巴西累计确
诊 1313667 例，死亡 57070 例。
除美国和巴西外，累计确诊病例数较
多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 634437 例，印度
548318 例，英国 310254 例，秘鲁 275989
例，智利 271982 例，西班牙 248469 例，意
大利 240136 例，伊朗 222669 例。死亡病
例数较多的国家依次为英国 43514 例，意
大 利 34716 例 ，法 国 29700 例 ，西 班 牙
28341 例 ，墨 西 哥 26381 例 ，印 度 16475
例，伊朗 10508 例，比利时 9732 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形势报告显示，近
期全球每日新增病例数屡创新高，28 日单
日新增 189077 例再破纪录，其中多个国
家也刷新了单日新增病例纪录。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近期多次警告，新冠疫情在
全球有加速扩散的趋势，他呼吁各国进一
步强化全社会共同参与、综合实施的抗疫
措施。
世卫组织 26 日宣布，未来 12 个月将
需要 313 亿美元用于开发和交付新冠药
物、检测工具及疫苗，包括到 2021 年底采
购 20 亿剂疫苗，其中 10 亿剂用于中、低收
入国家。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
大楼遇袭多人死伤
新华社伊斯兰堡 6 月 29 日电 （记者
李浩）巴基斯坦警方 29 日证实，4 名武装
人员当天袭击位于巴南部城市卡拉奇的巴
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大楼，导致至少 5 人死
亡、6 人受伤。4 名武装人员被击毙。
卡拉奇警方负责人穆卡达斯·海德尔
对媒体说，武装人员当天乘车抵达证券交
易所大楼附近，向证交所安保人员开火并
投掷手榴弹，导致 4 名安保人员和一名警
察身亡。4 名武装人员在与警方和安全人
员交火中被击毙。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法鲁
赫·汗对媒体表示，武装人员没有闯入证交
所股票交易核心区域。
卡拉奇警方和当地安全部队已对现场
实施封锁。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
疗，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实施此次袭击。
“俾路支解放军”经常在巴基斯坦境内对安
全部队和平民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坦政
府已于 2006 年宣布取缔该组织。
巴基斯坦官方尚未就此袭击事件发表
声明。

美国密西西比州
将更换州旗

6 月 29 日无人机拍摄的乌东德水电站大坝。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侯
雪静 杨迪）世界第七、中国第四大水电
站——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 29 日投
产发电，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所有
机组将于 2021 年 7 月前建成投产。
三峡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乌东德

水电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工建设
并建成投产的千万千瓦级巨型水电工
程，是实施
“西电东送”
的国家重大工程。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为混凝土双曲拱
坝，
最大坝高270米，
总库容74.08亿立方
米，
调节库容 30 亿立方米，
具有季调节能

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 摄

力。工程建设涉及四川、
云南两省移民约
3.2万人，
目前移民搬迁安置全面完成。
乌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四个梯
级电站的第一级，2015 年 12 月全面开
工建设，年均发电量 389.1 亿千瓦时，总
投资约 1200 亿元。

全球首个柔性直流电网竣工投产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姜
666 千米。其中，张北、康保换流站为送 “卸货”、切换方向，更能把“忽大忽小”
琳）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毛伟明 29
电端，接入新能源；丰宁站为调节端，接
的风电和光伏发电稳妥送到你我家中，
日宣布，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
入抽水蓄能；北京站为接收端，
接入首都
因此被称为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的“金
试验示范工程竣工投产。据介绍，这是
负荷中心。
钥匙”。
世界首个具有网络特性的直流电网工
国网冀北电力公司建设部主任田生
距离北京 300 公里左右的张家口，
程，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均为我国首创。 林表示，工程投产后，能够满足张家口地
被誉为
“风的故乡、光的海洋”，
是国家规
“建设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
区 63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外送和消纳， 划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
网试验示范工程，对于提升清洁能源外
每年可输送 140 亿千瓦时“绿电”至北
“我们将大力推进千万千瓦级风电、
送能力、支撑绿色奥运、落实京津冀协同
京，不仅将大幅提升能源供给的清洁比
大规模光伏发电等重大工程开发，推进
发展战略及带动关键技术装备自主研发
重，还将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
清洁生产、绿色生活等消纳工程，支持张
创新制造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上首次 100%清洁能源供电。
家口地区形成可再生能源创新发展的新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宝华说。
如果把电网比作一张输送电力的
高地。”刘宝华说，张北柔直工程为我国
张北柔直工程总投资 125 亿元，建 “路网”，那么柔性直流就像一辆行驶其
柔直技术的发展和提升积累了宝贵经
有 4 座换流站，额定电压±500 千伏，额
中的“超级货车”。与交流和常规直流
验，未来还要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柔直
定输电能力 450 万千瓦，输电线路长度
相比，它不用牵引、不挑道路，可随时
工程。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8 日电 （记者孙
丁 徐剑梅）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州议会
28 日通过一项更换州旗法案，新的州旗将
去除美国内战时期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
旗帜图案。
密西西比州州旗从 1894 年开始使用
至今，由蓝、白、红条纹及美国内战时期南
方邦联旗帜图案组成，是目前美国最后一
面带有南方邦联旗帜图案的州旗。
法案当天先后在州众议院和参议院获
得通过。根据法案，密西西比州设立一个
委员会负责设计新州旗，州选民今年 11 月
初就新州旗的设计方案进行表决。
长期以来，美国围绕南方邦联旗帜、标
识以及邦联军政人物雕像的争议不断，批
评者说它们是奴隶制、种族主义的象征，而
支持者则认为这些是美国南方历史遗产。
自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
暴力执法后死亡以来，美国多地游行示威
不断，并掀起移除邦联标识等争议纪念物
的行动。

以色列称愿在“中东
和平新计划”基础上
与巴勒斯坦谈判
新华社耶路撒冷 6 月 29 日电 （记者
陈文仙 尚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8
日深夜说，他愿意在美国“中东和平新计
划”基础上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
谈判，以色列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内塔尼亚胡在当晚举行的一个线上会
议上发表视频讲话说，
“我鼓励巴勒斯坦人
不要再失去机会”，他们应该准备就一项历
史性妥协进行谈判，这可以为以色列人和
巴勒斯坦人都带来和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 1 月公布所谓的
“中东和平新计划”，
在耶路撒冷归属、犹太
人定居点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偏袒以色列
一方，而无视巴勒斯坦方面关切。以方对
该计划表示欢迎，巴方则明确拒绝。
“中东
和平新计划”公布后，巴以地区紧张局势不
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