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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国家
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阶段
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
的通知》，明确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
支付月数大于6个月的统筹地区，自
2022年7月起，对中小微企业、以单
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缓缴3个
月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缓缴期间免收
滞纳金。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
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通知强调，全面推行“免申即享”
经办模式，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无
需提出缓缴申请即可享受缓缴单位
缴费政策。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由医

疗保障、税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
确定享受缓缴政策的企业范围，结合
实际明确操作流程，主动向社会公
开。同时，加强部门协作，优化工作
环节，创新服务方式，减轻企业事务
性负担。

通知要求，要确保缓缴期间参保
人待遇应享尽享，中小微企业缓缴职
工医保单位缴费，不影响该企业参保
人就医正常报销医疗费用，确保基本
医保报销水平保持稳定不降低。要
切实保障好相关企业职工合法权
益。缓缴期限内中小微企业应依法
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
正常申报职工医保费信息，确保职工
连续参保，个人权益连续记录。

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缓缴
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据新华社昆明7月2日电 中美
科学家通过研究早期大熊猫的“第六
指”化石发现，大熊猫偏爱吃竹子的
历史至少已有600万年。该成果于
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报告》上。

与其他哺乳动物前肢有五根手
指不同，大熊猫还有“第六指”，那就
是在其手掌前端的一个增大的手腕
部骨骼——“桡侧籽骨”。它就像一
根多出来的“拇指”，让大熊猫的手掌
得以形成对握、抓住竹子。

通过对云南昭通盆地水塘坝大
熊猫祖先——“始熊猫”化石进行研
究，古生物学家发现：距今600万至
700万年前的始熊猫已具有“第六
指”，而一直到现代，大熊猫的“第六
指”并没有进一步增大。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吉学平介绍，大熊猫是熊科中的特
殊成员，已演变成一种专注的植食
性动物。它们用牙齿撕裂竹竿时，
紧紧抓住竹竿是“第六指”最主要的
功能。

研究成果显示：大熊猫的“第六
指”不像人类拇指能独立运动，它通
过固定关节，与第一掌骨和舟月骨形
成复合体，再与其他掌骨联动。虽然
是被动抓握，但已足够为大熊猫提供
吃竹子所需的抓握力。

专家表示，增大的桡侧籽骨是大
熊猫对吃竹子的适应性进化。而“第
六指”之所以没有进一步伸长，是为
兼顾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的功能，避
免过大的桡侧籽骨对行走造成干
扰。“因此‘第六指’进化得不长不短，
正合适。”吉学平说。

大熊猫吃竹子已有600万年历史

北约马德里峰会日前在全球批
评声中收场。峰会出台的新战略概
念文件，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
见，顽固坚持对华“系统性挑战”的错
误定位，抹黑中国对外政策，对中国
正常的军事发展和国防政策说三道
四。众所周知，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
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
球发展合作作出巨大贡献。美国主
导的北约罔顾事实，对中国的污蔑抹
黑根本站不住脚。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合共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未主动挑起
过冲突或战争，从未侵略过别国一寸
土地，从来不搞代理人战争，不参加
或组建任何军事集团，是世界上唯一
一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
法的国家。中国积极参与热点问题
斡旋，始终秉持公道正义、劝和促谈
立场，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
道。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及
维和摊款国，始终积极向联合国履行
财政义务，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工
作和维和行动。

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的机遇，不

是任何人的挑战。有目共睹，中国积
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并践行全
球发展倡议，为国际社会解决和平发
展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大量公共产
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多年来，在
全球范围内推动建起一座座“连心
桥”、一条条“致富路”、一个个“发展
港”、一座座“幸福城”。据世界银行
测算，“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若全部得以实施，到 2030
年，每年将有望为全球产生1.6万亿
美元收益，其中90％由伙伴国分享，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受益更多。
中国去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致力
于促进落实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得到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
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
些无不充分说明中国的主张和行动
契合各方发展需求，顺应追求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北约对中国肆意抹黑，是典型的
目不见睫、贼喊捉贼。这一由美国主
导的全球最大军事联盟组织自称是区
域性、防御性组织，实际上却屡屡突破
地域和领域，到处发动战争、杀害无辜
平民。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利比亚
到叙利亚，多年来，北约在世界各地发

动一场场军事行动，导致了大量平民
丧生，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如此北约，
居然污蔑中国是所谓“系统性挑战”，
这再次印证一个道理：“在手里只有锤
子的人眼中，一切都像钉子。”

北约是冷战产物，本应随着冷战
结束消失，然而在美国主导下，其多
年来却大力推进扩员进程，屡屡“拱
火”“浇油”，搞乱了欧洲。如今，北约
妄图将阵营对抗的套路复制到亚太，
企图搅乱亚太乃至世界。其险恶用
心已引起世界有识之士警觉。

亚太是和平稳定的高地、合作
发展的热土，任何损害本地区和平
稳定 、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的行
径，都将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
亚太国家人民的共同反对，注定不
会得逞。奉劝美国和北约，渲染、
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徒劳
的，应立即停止针对中方的无端指
责和挑衅言论，放弃冷战思维、零
和博弈的过时理念，放弃迷信武
力、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时
代潮流浩浩荡荡，和平与发展是人
心所向。无论什么集团、组织或国
家，妄图逆时而动、损天下以肥己，
都将注定以失败告终。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北约马德里峰会在全球批评声中收场

对中国的抹黑根本站不住脚

据新华社德黑兰7月2日电 据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2
日凌晨发生3次6级以上地震，目前
已造成5人死亡、49人受伤。

报道说，首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
间2时2分，震中位于伊朗南部霍尔
木兹甘省的哈米尔港附近，震源深度
10公里。伊朗媒体公布的现场图片
显示，震区有民房倒塌损毁（下图）。

伊朗南部发生
3次6级以上地震

韩国行政安全部2日发布高温橙
色预警，范围涵盖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这次预警发布时间比去年早了
18天。韩国高温预警分为四个级别，
强度由高到低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
和蓝色预警。当全国超过40％的地
区至少连续3天气温达33摄氏度或
以上，高温橙色预警就会启动。

在韩国首都首尔，2日气温创今年
以来最高温。据韩国气象厅监测，首尔
当天16时左右气温达到33.8摄氏度，打
破6月11日创下的32.7摄氏度纪录。

韩国邻国日本连日来同样遭遇高
温天气。由于电力供应紧张，日本政
府1日启动为期三个月、家庭和企业
共同参与的全国节电季。这是日本
2015年以来首次重启全国节电季。

（新华社）

韩国发布
高温橙色预警

在近期发布的2022自然指数年
度榜单中，中国科研产出显现强劲增
长势头。英国《自然》杂志总编辑玛格
达莱娜·斯基珀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说，科学研究是由来自世界各
地研究人员驱动的全球性努力，中国
科研产出总体成绩突出，中国对全球
科研生态系统作出重要贡献。

根据自然指数的关键指标“贡献
份额”，中国 2021 年科研产出增长
14.4％，是排行榜前十名中涨幅最大
的国家。此外，在2020至2021年上
升最快的50家研究机构中，只有10
家来自中国以外。

对此，斯基珀说：“这是了不起的成
就，但在许多方面，这并不令人意外。中

国科研发展不断壮大令人欣喜。”
斯基珀说：“从广义层面说，科学

研究是为了解我们周围世界以及宇宙
运行方式，改善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
生活，对抗疾病和饥饿，以及应对其他
全球性挑战等，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
少地面临这些问题，基于科学的全球
解决方案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关键
作用。”

斯基珀指出，“中国对全球科研生
态系统的贡献绝对是关键性的”，中国
科研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
科研成果的引用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
研究水平的重要方式。从这个角度来
说，中国在化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
的科研贡献最为显著，展现了“全球领

导力”。
作为知名的英国遗传学家，斯基

珀表示，疾病的遗传基础是了解疾病
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对抗疾病的重要方
面，中国的相关领域科研成果在帮助
了解不同类型癌症如何产生、发展以
及治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基珀还说，在应对全球挑战方
面，中国科研也在发挥引领作用。比
如，中国开展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核算，就是科学研究可以在全球范围
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实例。

在谈到中国科研不断取得进展的
原因时，斯基珀认为，中国对科研的长
期持续投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大
力发展教育等是重要因素。“中国对科

研的资助多年来一直在逐年增长”，并
且中国科研开展方式非常强调国际合
作，协作可带来不同的专业视角。

作为《自然》杂志创办150多年来
的首位女性总编辑，斯基珀自上任之
初就强调对年轻科研人员的支持以及
共享数据的重要性。她说：“今天，科
学研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往往非常复
杂，与此同时，对于年轻一代科研人员
来说，合作的价值比以往更加突出。”

斯基珀寄语中国年轻科研人员：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相信自己，无论是
谁，背景如何，来自哪里，依靠自己的
力量，追随你的激情，投身真正令你快
乐的（研究领域）。”

（新华社伦敦7月1日电）

中国科研产出增长势头强劲
在化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展现“全球领导力”

7月2日，日本东京目黑区一家超
市张贴节电通知。 （新华社发）

国内纬度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国网新源黑龙江荒沟抽水蓄能电站于
近日全面投产发电。图为荒沟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 （新华社发）

国内纬度最高抽水蓄能电站投产发电

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3号
台风“暹芭”已于2日15时前后以台
风级在茂名市电白沿海地区登陆。
受其影响，2日至3日，粤西和珠江三
角洲西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
特大暴雨。风力方面，2日，粤西海
面、琼州海峡风力10级至12级，阵
风13级至14级。

7月2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

组织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进一
步安排部署台风“暹芭”和“艾利”防
范应对工作。根据会商研判，国家防
总于2日12时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
应提升至三级。 （新华社）

下图 7月2日，在海南三亚市
一辆出租车从积水中驶过。受今年
第3号台风“暹芭”影响，海南三亚出
现暴雨，局地出现积水。（新华社发）

台风“暹芭”登陆

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1
日签署新的控枪法律，禁止在纽约州

“敏感场所”持枪，要求持枪许可申请
人接受更多训练并提供社交媒体账
号供政府审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3日通
过一项裁决，推翻纽约州1913年起
实施的一项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
的法律。霍楚尔当时承诺将在裁决
允许的范围发起新的控枪立法。

纽约州最新控枪法定于9月1日
起生效，规定民众不得在下列“敏感
场所”持枪，包括政府部门、医疗机
构、宗教场所、图书馆、运动场、公园、
动物园、学校、养老院、公共交通工
具、博物馆、剧院、时报广场等。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霍楚

尔同意删除申请枪支时需要提供“正
当理由”的要求，但依然要求发放枪
支许可的官员认定申请人具备“良好
道德品质”。

根据纽约州最新控枪法，申请人
需要面会枪支许可审查官员，提供过
去3年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及家庭成
员联络方式，还必须完成至少16小
时枪支安全训练等。

纽约州还将禁止在经营或工作
场所持枪，除非其所有人标明“欢迎”
持枪。“尽管最高法院裁决（使控枪努
力）倒退，纽约州还将继续保护人们
免受伤害，”霍楚尔说，“他们可能以
为可以靠一支笔改变我们的生活，但
我们也有笔。”

按霍楚尔说法，纽约州对枪支许

可的监管使其成为全美50个州中枪
击死亡率第5低的州。

支持纽约州新控枪立法的意见
认为，新的控枪举措既遵循了最高法
院的最新裁决，又能避免武器落入企
图犯罪的人手中。不过，一些共和党
议员认为，纽约州上述新立法违反美
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的持枪
权，誓言推翻这一法律。

美国枪患痼疾难解，牵涉诸多因
素，民主、共和两党在控枪问题上分
歧严重，联邦控枪法律在国会屡屡受
挫。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
计数据，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近2.1万
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已经发生
279起造成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
枪击”事件。 （新华社）

百年控枪法遭推翻

纽约州推出控枪新举措

据新华社银川 7月 2日电 2
日，东西部科技合作工作推进会在宁
夏召开，136个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
进行线上和线下的集中签约，累计签
约金额近27亿元。

其中，宁夏与北京、江苏、上海等
地开展合作，新签约45项；内蒙古与
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合作，新签约25
项；贵州新签约3项；云南新签约5
项；西藏新签约5项；甘肃新签约9
项；青海新签约20项；新疆新签约19
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签约5项。

十年来，我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呈
现“体系化”“机制化”“组团式”发展，
东西部科技合作引导创新要素加快
向西部汇集，助力西部地区突破了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一批新技术、
新产品在西部转化应用，带动地方特
色产业向高端化迈进。

科技部将从完善工作机制、加大
科技投入、促进平台跨区域合作、拓
展科技园区合作、加强创新型城市群
建设等方面大力支持东西部科技合
作。

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7月1日，在黎巴嫩南部辛尼
亚村的中国维和部队营区，中国维
和部队官兵在受勋后通过观礼台。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
黎部队）1日授予中国第20批赴黎
巴嫩维和部队全体 410 名官兵联
合国“和平勋章”，以表彰他们为黎
巴嫩南部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的突
出贡献。

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
队指挥长叶方超说，中国维和官兵
将一如既往树立好中国标准，展示
好中国形象，高标准严要求执行各
项任务，始终热情饱满、精益求精，
不断致力于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
大力量。 （新华社发）

中国维和官兵
荣获“和平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