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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
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小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
生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拖欠中
小企业款项问题较为突出，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要求建立长效机制解
决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为
了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
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维护
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
境，国务院制定了《条例》。

《条例》紧紧围绕保护中小
企业合法权益、强化机关事业单
位和大型企业诚实守信、优化营
商环境作出规范，切实增强中小
企业的获得感。《条例》坚持问题
导向，针对社会高度关注、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既充分考虑中
小企业实际情况，又尊重市场主
体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建立起
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
社会协同监督的预防化解拖欠
中小企业款项法规制度。

《条例》共29条，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内容。

一是规范合同订立及资金
保障，加强账款支付源头治理。
《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
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
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
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
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
程、服务款项。同时，强化财政
资金保障约束，机关、事业单位
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
货物、工程、服务，应当严格按照
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无预算、
超预算开展采购，政府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
位垫资建设。

二是规范支付行为，防范账
款拖欠。《条例》对付款期限和检
验验收提出了要求。明确禁止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变相
延长付款期限。规范了保证金
的收取和结算。明确机关、事业
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
企业款项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并
对机关、事业单位在公务消费、
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
必要限制措施。

三是加强信用监督和服务
保障。明确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
度、投诉处理和失信惩戒制度以
及监督评价机制，以维护中小企
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汛情严峻
长江流域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暴雨不停地下，圩堤一晚上
出现七八个泡泉，眼看撑不住，全
村劳力都冲上去堵，才保了下来。”
江西省鄱阳县古县渡镇马埠村村
党支部书记汪日明说。

连续经历了近十天的强降雨，
鄱阳县险情不断。截至 12日 15
时，全县共发生险情209处，其中鄱
阳镇问桂道圩、昌洲乡中洲圩相继
出现漫决，数十个村庄被淹。目
前，该县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Ⅰ
级，数千人正沿湖集结，与肆虐的
洪魔展开护堤大决战。

在湖南，6 月 28 日以来的降
雨，已导致洞庭湖区、沅水干支流、
湘江和资江部分支流42站水位超
警戒，常德、岳阳、邵阳、张家界等
地受灾严重。

在江苏，入梅以来的8轮强降
雨导致全省平均雨量比常年同期
偏多1倍，叠加上游来水和天文大
潮等因素影响，境内长江、水阳江、
苏南运河、秦淮河、太湖、石臼湖等
河湖水位已持续超警戒。

12日，国家防总将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部也将水旱
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国家减灾委秘书长、应急管理
部副部长郑国光介绍，6月以来，长
江流域平均降雨量为1961年以来
最多，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
的洪水，当前汛情主要集中在长江
流域和太湖流域。西南等地发生
多起山洪地质灾害，部分省区中小
水库、中小河流堤防发生险情。

据最新监测，全国有27个省区
市3873万人次受灾，造成人员死亡
失踪141人，倒塌房屋2.9万间。

尤其近几日，一些河流站点出
现超过1998年洪水的水位，让人担
心是否会再现类似1998年的灾情？

对此，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回
应说，目前鄱阳湖部分站点水位超
过1998年，但长江中下游干流主要
控制站点的水位仍低于1998年。

“从气象角度来说，目前出现与
1998年相似的持续两个月集中降水
的可能性不大。”郑国光强调，近年
来我国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建设，防
汛指挥调度机制逐步完善，防洪抢
险的能力也比以前大大增强。

勇于担当
各地各部门有力有序抢险救援

疫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
山。洪水面前，各地干部群众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响了防汛
救灾的攻坚战——

江西省已于11日10时将防汛
II级应急响应提升至I级。截至12
日，该省已投入抗洪抢险的人力超
过7万人，平均每公里堤防巡查人
数29人，投入车辆、装备、救生衣2
万余台（套）件。

鉴于洞庭湖水位全面超警，湖
南省多地闻“汛”而动，每日近20万
干部群众在千里水线上巡查防守，紧
急转移群众25.3万人次，及时处置了
108处滑坡、管涌、散浸等险情。

江苏省12日16时起，提升江
苏长江、太湖地区的防汛应急响应
至II级，做好长江洲滩人员撤离转
移各项应急准备。目前全省超警
戒河湖沿线地方政府共组织5万余
人巡堤查险……

面对严峻汛情，各部门压实责
任，全力以赴抢险救灾。

至发稿时，国家防总秘书长、应
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
学文率领的国家防总工作组正在江
西省鄱阳县、余干县，现场检查指导
鄱阳湖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据悉，国家防总已增派6个部级
工作组，由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
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部

委负责同志带队，分赴江西、安徽、
湖南、湖北、江苏、浙江、重庆等7个
重点地区指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
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五省
（市）紧急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
资金6亿元。国家防办、应急管理
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
向江西省紧急组织调拨5000床毛
毯、5000床毛巾被、5000张折叠床
和2000顶帐篷。

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后，水利部
进一步加密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报
频次，每天不定期进行会商研判，
加大对长江、太湖流域的防汛指导
力度，并聚焦超标洪水、水库失事、
山洪灾害三大风险组织分析研判，
科学调度水工程，共拦蓄洪水532
亿立方米。

主汛期以来，自然资源部强化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成功避让
地质灾害128起，应急避险5055人；
中国气象局严密监测各种灾害性天
气过程，每天滚动会商天气，6月以
来，连续40天发布暴雨预警……

紧要时刻，方显责任担当。一
座座防洪堤坝上，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不舍昼夜巡查排险，正是危难面
前兑现“以人民为中心”承诺的生
动体现。

共护家园
众志成城抢险救灾

在鄱阳县江家岭村抗洪一线，
一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阿姨
团”干活格外卖力。干不了扛沙袋
的重活，她们就装沙袋；修不了圩
堤，她们就协助巡护。

村民余风英是这支“阿姨团”
的队长，“我们之前都是一起跳广
场舞的‘舞友’，洪水来了，看到这
么多救援人员来帮我们修圩堤，我
们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沿江沿

湖的防汛堤坝上，来自社会各界的
援助温暖着灾区人民的心，共同筑
成防汛抗洪坚不可摧的屏障。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
你回家支援。”

7月10日，江西九江市柴桑区
江洲镇通过网络平台发出一封动
员外出村民回乡支援抗洪抢险的

“家书”后，数千名在外的江洲人纷
纷响应，返乡抗洪。在九江经商的
江洲镇团洲村村民方大贵说：“为
家乡抗洪尽一份力，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险情发生后，中国安能第二工
程局迅速从江西南昌、江苏常州、
福建厦门调集400余名抢险人员、
52台套装备星夜驰援鄱阳县抗洪。

钱塘江流域启动防汛Ⅰ级应
急响应后，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密切
关注流域内电网和汛情信息，积极
组织抢修力量，防范重要设备停电
事故的发生，及时拉停隐患电力设
备，最大限度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统计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
计120余支社会应急力量、3500余
名救援队员以及大量城乡社区应
急志愿者，参与了广西、湖南、重庆
等地暴雨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和台
风“鹦鹉”防御工作，为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华社记者 胡 璐 刘夏村 等）
图为7月13日，武警江西总队

机动支队防化中队战士麻排山
（中）在战友的协助下，将沙袋扛在
肩上。随着防汛压力的不断增大，
在位于鄱阳县城附近的昌江圩堤
上，江水正逐渐逼近堤坝坝顶。7
月8日，在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后，武
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防化中队的5
名去年9月入伍的“00后”小战士
刘意飞、麻排山、杨泽宇、袁龙、朱
仁鹏跟随部队一同来到昌江圩，开
始了他们人生中第一场抗洪战
役。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为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聚焦关键时期全国防汛抗洪工作

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地区降水总量多、局部地区强

度大，数百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南等地出现多

起山洪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

十分严峻。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当前防汛已进入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正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战洪魔，

千方百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研究发现源自
大羊驼的抗体可中和新冠病毒

新华社伦敦7月13日电（记
者张家伟）英国研究人员13日
在学术期刊《自然·结构和分子
生物学》上发表论文说，实验室
研究显示，源自大羊驼的抗体可
中和新冠病毒，有望用于开发新
冠治疗方法。

大羊驼等一些骆驼科动物
体内会天然产生大量结构简单
的小型抗体，这类抗体可用于制
备更微小的纳米抗体。纳米抗
体不仅分子量小，还非常稳定，
常被应用于药物开发、临床诊断
等领域。

英国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研
究所、牛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介绍，他们利用大羊驼血细胞
中提取的抗体，制作出了新型纳

米抗体，体外实验显示，这些纳
米抗体可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
白紧密结合，阻止其感染人体细
胞。借助X射线和电子成像技
术，他们还发现这些纳米抗体与
新冠病毒结合的方式与其他已
知抗体均不相同。

论文作者之一、罗莎琳德·
富兰克林研究所所长詹姆斯·奈
史密斯说，这些纳米抗体或许可
以像新冠康复期患者血浆一样，
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实验
显示，纳米抗体与人源抗体结合
使用可以达到比单独使用更好
的效果。此外，这些纳米抗体还
是潜在的高效诊断工具。

研究人员表示，希望可以将
这一最新成果推向临床前试验。

民航局批准
第一批国际客运奖励航班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记者齐中熙）14日，民航局批
准第一批国际客运奖励航班。
自即日起至本航季末（10月 24
日），东航 MU2573/4 航班（昆
明—老挝万象—昆明）每周从1
班增至 2班，新增MU593/4 航
班（西安—日本东京—西安）每
周1班。

按照6月4日发布的《民航
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
知》要求，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
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旅客人数连续3周为零的，可
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
范围内增加每周1班，最多达到
每周2班。东航MU2574（老挝
万象—昆明）、MU524（日本东京
—上海）航班，自6月15日至7月
5日每周1班均已执行且入境后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
数为零，符合航班奖励条件。鉴
于上海市入境航班集中、接收能
力接近饱和，民航局批准东航申
请“西安—东京—西安”航线执
行有关奖励航班。

7月14日，海关总署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我国货
物贸易出口、进口首次迎来年
内双双同比正增长，回升态势
好于预期。 从月度看，自4月
份起我国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
正增长，6月份进出口同比增
长5.1%。

图为一艘远洋运输轮在江
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卸运货
物。 （新华社发）

我国我国66月份进出口月份进出口
年内首次双双实现正增长年内首次双双实现正增长

习近平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7月14日同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通电话。

习近平祝贺李显龙带领人
民行动党在近日全国大选中获
胜。习近平指出，我很高兴看到
新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积极
成效，相信在你领导下，新加坡人
民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
济社会活力。中方将继续给予新
方坚定支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毫无保留同各国分享经验，
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提供物资和
技术支持。中方愿同新方一道，
支持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支持世
卫组织更好发挥作用，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
来，中新两国政府和各界互施援
手，守望相助。两国率先建立必
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合力推
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畅通。抗
疫合作成为中新关系新亮点，再
次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前瞻性、战
略性、示范性，也为中新全方位
合作伙伴关系增添了重要内
涵。今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两
国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要以灵活多样形式开展庆
祝活动，使两国友好深入民心。

要加强抗疫合作，确保在本国的
对方国家公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用好用足“快捷通道”，为
两国复工复产提速，助力两国经
济发展。双方要深化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把“陆海新通道”和
第三方合作做得更好。中方将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
境，希望新方为中国企业在新经
济活动提供良好条件。中方愿
同新方一道努力，排除干扰，共
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

李显龙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给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在你坚
强领导下，中国已经成功控制疫
情。新中两国在抗疫过程中相
互支持、相互帮助，为新方克服
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方愿
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领
域、双多边交流合作。新方期待
同中方加强疫苗研发和药物等
方面合作，继续用好“快捷通
道”，建设好“陆海新通道”，稳步
推进复工复产，促进经济恢复发
展。新方愿同中方共同维护自
由开放贸易，确保地区供应链产
业链畅通，欢迎中国企业积极参
与新加坡经济建设。

李显龙对近日中国江淮流
域发生洪涝灾害表示慰问。习
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美军舰大火进入第二天
受伤人数升至59人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13日电
（记者高山）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
“好人理查德”号大火13日进入第二
天，军方说已有59人在火灾中受伤。

美国海军13日发表声明说，
截至当天下午，36名水兵和23名
平民因高温灼伤和吸入烟尘等原
因接受了治疗。

当地电视台现场画面显示，
浓烟持续从“好人理查德”号舰体
涌出，有直升机盘旋在军舰上空
洒水灭火。有关机构正在检测空

气质量变化，并敦促附近居民关
闭门窗减少烟尘吸入。

当地媒体报道说，大火在舰
体多处燃烧，400多名美国海军士
兵和当地消防员正在全力灭火。
美国海军官员表示，大火可能是
从舰上一处货物储藏区开始的。

“好人理查德”号停泊在加利
福尼亚州圣迭戈海军基地，近期
正在港内进行维护作业，12日早
晨突然起火。事发时舰上有约
160名水兵。

英国公布积分制移民方案细节
新华社伦敦7月13日电（记者

桂 涛）英国政府13日公布“脱欧”
后的新积分制移民方案细节，科学
家、工程师和学者等高技能人士将
是英国吸引移民的重点目标。

这份长达130页的移民方案
将从2021年 1月1日起生效，对
欧盟与非欧盟公民采取同等待
遇，从劳动技能、资质、薪资水平、
语言能力、工作机会等方面对申
请者打分。只有获得足够积分，
申请者才能获准在英国工作。

新移民方案对申请者积分要
求做出详细规定，拥有与工作岗

位相关的博士头衔、具备一定英
语能力等都将为申请者加分。此
外，英国将为海外医护人员提供
更快速便捷的医疗和护理签证申
请制度，但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
中并不包括养老院护理人员。

新移民方案细节一经公布，
即遭到一些工会人士的批评。他
们认为，新移民制度将养老院护
理人员排除在快速签证申请制度
之外，将造成英国养老院一线员
工短缺。

英国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
“脱欧”过渡期至今年年底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