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
烟侵害，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联合江西
省烟草专卖局下发《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烟侵害“守护成长”专项行动
方案》，开展专项检查行动。

7月19日，新余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新余市烟草专卖局在专项行
动联合检查中发现，某电子产品店
外陈列有立体灯箱，灯箱上有电子
烟广告，广告内容为“福禄新一代
电子烟比传统纸烟危害性降低
95%、零焦油、无致癌物、零二手烟
危害”。

经查，当事人无法提供任何合
法依据和证明材料证明宣传内容
的真实性，其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

第(五)项的规定，当事人行为构成
发布虚假广告。

当即，新余市市场监管局对当
事人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
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在相应范围内消
除影响，处广告费用四倍的行政处
罚：罚款人民币2200元整。据悉，
这是江西省首张电子烟广告罚单。

下一步，江西省各地、各级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将按照江西省市场监
管局要求，扎实开展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烟侵害“守护成长”专项行动，
依法打击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网售电子烟等违法行为，进一步规
范电子烟市场经营秩序，切实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烟侵害。 （金婉）

江西开出首张电子烟广告罚单

记者 20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当日6时，今年第7号台风“查
帕卡”中心位于广东省阳江市东南
方约 90 公里的近海海面上。第 6
号台风“烟花”中心位于我国台湾
省宜兰县偏东方向约 920 公里的
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台风“查
帕卡”将于 20 日下午到傍晚在广
东台山到电白一带沿海登陆。台

风“烟花”将以每小时 10-15 公里
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最强可达
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并于 25 日凌
晨到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
20日8时启动防汛防台风Ⅳ级应急
响应，19日晚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
指导台风防御工作。 （据中新网）

双台风来袭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中国夏季的“清凉世界”在哪
里？什么城市是夏季最适宜的候
鸟式养老栖息地？日前，上海交通
大学行业研究院发布《2021中国候
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
显示，昆明位居榜首，紧随其后分
别是贵阳和青岛。

课题组以最热的7月份日平均
最高气温 30℃为门槛，用气温、气
压、湿度、空气质量、水体质量、医疗
条件、交通便捷度、区域自然风光和
人文景观、是否文明城市、生活成本
等15项指标对75座城市作出综合
评价，加权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夏季

养老适宜度指数。今年指数榜单第
4到第10名分别为西宁、大连、哈尔
滨、威海、银川、长春、庐山。

这 75 个城市最集中的分布区
分别是东北三省和云贵高原，它们
分别因较高的纬度和较高的海拔
而成为中国夏季的清凉世界。除
此之外，山东半岛、内蒙古的东部
和中部亦有部分城市上榜。值得
注意的是，这个排行榜还关注了位
置相对偏远但自然或人文景观独
特、夏季又比较凉爽的城市，如新
疆的阿勒泰和伊犁、青海的西宁和
西藏的林芝等。 （据《新民晚报》）

75城入选中国夏季清凉世界
《2021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

数》发布，昆明居榜首

日前，江西省委、省政府召开
全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会议暨安
全生产防汛救灾表彰大会。会
上，50 个防汛救灾先进集体、200
名防汛救灾先进个人获表彰。

据介绍，2020 年，鄱阳湖流
域发生超历史大洪水。面对严
峻的汛情灾情，全省上下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迅速转移
安置受灾群众，有力开展抗洪
抢险救援，着力保障群众基本
生活，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防汛
救灾取得重大胜利。

在防汛救灾过程中，涌现出
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他们
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牢记宗旨、恪尽职守，冲锋在
前、无私无畏。为树立典型、表彰
先进，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
与防汛救灾工作，省委、省政府决
定授予南昌县水利局等50个集体

“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授予龚芦花等 200 名同志

“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

（金婉）

江西表彰防汛救灾先进集体和个人

7月20日，记者从江西省财政
厅获悉，今年上半年，江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1708.2亿元，增长
18.8%，达到年初预算序时进度
64.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765.6 亿元，增长 9.6%，达到年初
预算序时进度67.5%。财政收支总
量均超额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18.8%

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向好、
政策效应释放等因素带动下，叠加
去年同期低基数效应，全省经济持
续恢复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1-6
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长18.8%，比2019年同期增
长15.1%，两年平均增长7.3%。

同时，财政收入质量保持平稳，
地方税收收入完成1145.8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67.1%，较
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
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78.4%

据介绍，江西各级财政部门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支出顺序，
加快资金拨付，重点保障“三保”、
民生以及防汛救灾需要。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完成3765.6亿元，增长9.6%。用
于民生方面的支出达到 2952.4 亿
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78.4%。

前5个月
全省新增减税降费48.6亿元

全面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前 5
个月全省新增减税降费 48.6 亿
元。完善直达资金机制，安排直达
及参照直达管理的资金 1416 亿
元，直接惠企利民。推动“财园信
贷通”“惠农信贷通”转型升级，共
发放新增贷款249.2亿元。

加大融资担保力度方面，省融
资担保集团新增担保贷款 400.83
亿元，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新增担
保贷款48.5亿元，帮助市场主体缓
解融资难题。发行新增政府债券
618.1 亿元，有力助推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 （金婉）

江西财政收支总量均超额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前5个月新增减税降费4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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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记者从“百年辉煌
红土地 感恩奋进谱新篇”江西省庆
祝建党百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江西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由1981年的13.1、10.1平
方米提高到2020年的50.5、64.6平
方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
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开工改造各
类棚户区 223.4 万套，直接投资达
6267亿元，约600万棚户区困难群
众“出棚进楼”；建设经济适用房10
万套，每年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0万
户左右，建设公租房77.63万套，帮
助250万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
众圆了“安居梦”；改造老旧小区
3469 个、惠及群众 102.24 万户，既
有住宅完成加装电梯 444 台，居住
环境得到完善提升。

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卢天锡介绍，江西大力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市规模不断
扩大，城市功能与品质显著提升，
城市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
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1949 年的

9.5%上升到2020年的60.44%；城市
建成区面积达 1704 平方公里，是
1983 年的 8.56 倍；城市道路长度、
面积分别达12656公里、26279万平
方米，分别是 1953 年的 81.4、221
倍；城市轨道交通从无到有，实现
历史性突破，南昌地铁一、二、三号
线相继投入运行，四号线预计今年
年底开通；城市用水普及率98.6%，
而 1953 年仅有 3.6%的城市居民能
用上自来水；城市生活燃料由煤柴
为主改为燃气为主，城市燃气普及
率 97.6%，比 1983 年提高 89.7 个百
分点；城市桥梁 1114 座、排水管道
长度20023公里，分别是1953年的
29.4 倍、156.4 倍；设区市城市建成
区33处黑臭水体完成整治，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率97.48%，建成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设施30座、日处理能力
2.67万吨，比2015 年底新增29座，
新增日处理能力2.55万吨，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城市园
林绿化三大指标处于全国先进水
平，列中部地区第一。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扎实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
镇建设行动，村镇面貌发生巨大
变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有力支撑。”卢天锡表示，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打赢脱贫
攻坚战，大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
全有保障任务，2020 年底，全省
80.57 万户建档立卡户全部确认
为住房安全。2009 年以来，全省
累计改造农村危房 121 万户，惠
及 420 余万困难群众。全省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 2018 年至 2020 年
连续 3 年得到国务院表彰激励，
厅村镇建设处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加快推进城乡环
卫一体化、清扫保洁市场化、分类
减量资源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提前 2 年通过国检验收，基
本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496
个建制镇具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农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

现象得到根本性改变。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和经济

下行压力，我省建筑业发展“逆势
上扬”，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8650 亿
元，同比增长8.87%，增速保持全国
前列，建筑业总产值在全国排位由
2016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20年的
第 13 位，建筑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一直保持在8%左右，年均为全社
会提供就业岗位约160万个。

据悉，江西扎实推进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建成覆盖
省、市、县三级的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系统，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100 余
项精简至79项，全流程审批时限由
原来的200多天压缩至120个工作
日内，最短18个工作日。2020年，
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
环境”调查结论显示，江西等3个省
份企业对投资项目审批速度加快
感受最强烈；住建部公布2019年度
改革评估结果，我省列全国11位、
中部第1位。

(记者 林卓旎)

居住环境得到完善提升

江西600万棚户区困难群众“出棚进楼”

◎相关新闻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网 站 消 息 ，2021 年《政 府
工作报告》提出，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 万
个。经汇总各地统计、上
报情况，今年 1—6 月份，
全 国 新 开 工 改 造 城 镇 老
旧小区 3.64 万个，占年度
目标任务的 67.5%，较5月
末增加了25.1个百分点。

（据中新网）

上半年空气、水环境质量如
何？生态环境部公布了上半年治
污“成绩单”。

1 至 6 月，3641 个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至Ⅲ
类）断面比例为 81.7%，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9%，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主
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
酸盐指数和总磷。

从主要江河水质状况看，长
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
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河、西
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质优良（Ⅰ
至Ⅲ类）断面比例为83.5%，同比上

升1.3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8%，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其
中，西北和西南诸河、长江流域和浙
闽片河流水质为优；珠江、辽河、黄
河和淮河流域水质良好；海河和松
花江流域为轻度污染。

空气质量方面，1至6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84.3%，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34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9% ；
PM10平均浓度同比上升1.7%。

从几大重点区域看，上半年，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9.7%，同比

上升 1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4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长
三角地区41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为 84.5%，同比上升 0.6 个百
分点。汾渭平原11个城市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63.4%，同比下降2.4
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部对 168 个重点城
市空气质量进行了排名，临汾、安
阳和咸阳市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从倒数第 1 名至倒数第 20
名）；拉萨、海口和黄山市等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从第1名至第
20名）。

（据新华社）

生态环境部公布上半年治污“成绩单”

2021年全国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3.64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