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航空工业通飞发布的消息，20日上午8时02分，内蒙古莫旗机场，由航
空工业通飞研制、通飞华北公司承担生产任务的运五通用无人机轻盈飞上蓝
天，按计划完成了首飞任务后，平稳落地滑回，完美呈现了它的空中首秀。作
为我国在研的最大通用无人机，运五通用无人机配备先进的电传操纵系统、信
息传输系统和地面指挥控制系统，系统安全裕度大，在搭载智能化空投空送系
统和先进光电转塔等任务载荷后，可承担物资投送、快递运输、灾情监控救护
等多类综合保障和应急救援使命任务，在军、民用市场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

（据央广网）

我国最大通用无人机首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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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孩”政策正式落地前，
“三孩生育手续办理”已成为基层
近段时间面临的一类新问题。不
少网友争相询问，准生证能不能
办？何时能办？各地从自身层级
掌握的信息出发，尽可能地予以了
答复。

如今，关于三孩生育手续等问
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司局作出
权威答复。记者注意到，7月19日，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在网
上回应三孩准生证申领问题时明
确提到，经请示国家卫生健康委相
关司局，2021 年 5 月 31 日之后，均
可以生育三孩，新政策出台前“生
育服务登记证”到所在地登记备
案，待出新“生育服务登记证”后进
行补办。女方生育三孩享受国家

法定产假98天（针对全国性政策）。
7 月 10 日，一名网友通过人民

网领导留言板咨询，中共中央政治
局 5 月 31 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
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网友妻子是西藏拉萨的
国企员工，他们计划生育第三个孩
子，请问领导，现在是否可以申请
三孩的准生证？将来产假是怎么
执行呢？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介
绍，我们高度重视您反映的问题，
与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进行了
联系，现答复如下：根据中共中央
政治局5月31日会议精神，区卫生
健康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积极开

展西藏自治区《优化生育政策》前
期工作。按照《优化生育政策》工
作程序，待国家出台的《优化生育
政策措施》后，按照国家的要求，联
同相关部门指定出台《西藏自治区
优化生育政策实施方案》，完善生
育法律制度。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答复提到，针对您的问题，经请示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司局，2021
年 5 月 31 日之后，均可以生育三
孩，新政策出台前“生育服务登记
证”到所在地登记备案，待出新

“生育服务登记证”后进行补办。
女方生育三孩享受国家法定产假
98 天（针对全国性政策）。我区目
前尚未出台“三孩”政策，待新政
策出台后产假等相关政策进行有

效衔接。
早前，湖南临湘在回应三胎准

生证办理事宜时提到，2021年5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
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虽然党中央做
出了决策，但三孩政策的落地还需
要一个过程。这需要国家重新修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和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结合湖南省实际，对现行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
改后，以新修正的《条例》宣布施行
的时间和国家三孩生育政策调整
后出台的相关规定时间实施。目
前法律法规尚未修改，生育证只能
依原规定办理。

安徽休宁县政府办对于相关问
题则答复称，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
2021年5月31日会议精神，实施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
配套支持措施，您是可以生育第三
孩次的。但鉴于当前实施一对夫
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法律法规
尚未出台，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为您办理生育三孩相关手续，您可
以先告之所在镇政府，便于医疗机
构、妇幼保健机构提供相关优生优
育服务。待具体法律法规政策措
施出台之后，我们会依据政策规定
为您补办相关证件。另请携带身
份证到休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办理孕期保健手册，开展
孕期保健服务。

（据澎湃新闻）

各地亟待法律法规出台

西藏：生育三孩登记可先备案后补办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7 月
20日通报，19日0时至24时，云南
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8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新增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1例。确诊病
例治愈出院4例（本土、境外输入各
2例）。

据通报，新增的8例本土确诊
病例中，7人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中发现，1人在陇川县重点
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7 月 19 日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
隔离诊治。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
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通报指出，新增的1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在陇川县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中发现。7 月 19 日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用负压
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
治。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
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者。

据通报，新增的41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12
日至7月18日分别自陆路入境。

截至7月19日24时，云南省现
有确诊病例 259 例（本土 80 例，境
外输入 179 例）、无症状感染者 27
例（本土 2 例，境外输入 25 例），均
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
观察。

（据新华社）

云南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

据监测，上周（7 月 12 日-18
日），江西省生活必需品价格涨跌
互现。分大类看，水产品、蛋类、粮
食、食糖、蔬菜和食用油 6 类价格
上涨，饮用水 1 类价格保持稳定，
水果、禽类、食盐、肉类和奶制品 5
类价格下跌。

粮油价格小幅上涨 上周全省
粮食零售均价环比上涨0.4%，其中
小包装大米零售均价环比上涨
0.2%。

肉类零售价格小幅下跌 上周

全省肉类零售均价环比下跌0.1%，
其中猪肉的精瘦肉价格为 40.06
元/公斤，环比下跌0.4%。

禽蛋价格涨跌互现 上周全省
禽类零售均价环比下跌 0.2%，其
中，白条鸡零售价格为 24.1 元/公
斤，环比下跌0.3%。

蔬菜零售价格小幅上涨 上周
全省蔬菜零售均价为 6.61 元/公
斤，环比上涨 0.2%，重点监测的 30
个蔬菜品种“14涨16跌”。

（据江西省商务厅）

每周生活必需品监测报告

记者 20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今年8月1日起，纳税人在申报
增值税、消费税时，应一并完成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
教育附加等附加税费的申报。

据国家税务总局介绍，此次整
合是指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
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
资料、《增值税预缴税款表》《消费
税纳税申报表》分别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申报表》整合，启用《增值税及附加
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
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预缴表》及其附列资料和《消费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具体操作流程为，纳税人填写
增值税、消费税相关申报信息后，

将被自动带入附加税费附列资料；
完成附加税费其他申报信息后，又
回到增值税、消费税申报主表，从
而形成纳税人本期应缴纳的增值
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数据。上述
表内信息预填均由系统自动实现。

申报表整合后，一方面，办税
流程得到优化：“一表申报、同征同
管”将实现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
税费信息共用，提高了申报效率，
便利了纳税人操作；另一方面，办
税负担得到减轻：新申报表可实现
已有数据自动预填，降低申报错误
几率，有利于确保申报质量和优惠
政策及时落实到位。

据悉，整合主税附加税费申报
表已先期在海南、陕西、辽宁大连
和福建厦门试点，8月1日起，将在
全国推行。

（据新华社）

8月1日起全面推行增值税、消费税
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

近 日 ，德 国 厨 房 用 品 品 牌
FACKELMANN（法克曼）日前发
布了多款厨房用品，新产品涵盖
酒具茶具、果蔬工具、烹饪工具、
烧烤工具、冰品冷饮等多个品类，
目前，该系列产品已登陆国内外
各大知名连锁超市。

据了解，FACKELMANN品牌
诞生于德国，旗下合作品牌包含
NIROSTA 、ZENKER、FURI、
FMprofessional、 Stanley Rogers、
ELO等。1989年，FACKELMANN
品牌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
设有法克曼家庭用品（深圳）有限
公司和深圳市法克曼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两家子公司，是备受中国各
大连锁超市信赖的厨房用品生产
制造商。

FACKELMANN 品牌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

为曾荣获2019年德国设计大奖之
厨房产品设计奖的厨房用品品
牌，此次 FACKELMANN 发布的
全新厨房用品延续了品牌一贯设
计风格，不仅具备灵巧时尚的外
观，在功能上也更便捷好用，是居
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厨房好帮手。
此外，作为荣获 2021 年气候与可
持续发展领导者奖章的品牌，
FACKELMANN热爱并致力于生
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
德国的碳中和企业典范，因此此
次FACKELMANN发布的全新产
品均采用了健康、环保的食品级
材质，使用起来更加安全放心。

“此次新产品的发布，使得我
们的产品线已经扩充到13个系列
10000多种产品。截至2021年，由
我们生产的厨房产品已畅销全世
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被国内

外知名连锁超市所认可，目前在
全球大型商超和零售贸易公司合
作占有率高达85%以上。”该负责
人表示，FACKELMANN 希望通
过持续不断的新品研发和生产，
FACKELMANN能够成为家庭用
品 的 市 场 领 导 者 ，未 来 ，
FACKELMANN将会继续坚持产
品创新，并每年推出不少于150个
新品。

据悉，FACKELMANN 已登
陆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乐购、
欧尚、大润发、苏果、吉之岛、伊藤
洋华堂、易初莲花、易买得、特力
屋、百佳等知名外资连锁超市，此
外，在世纪联华、人人乐、永辉、中
百、武商、重百、天虹、北京华联等
内资连锁超市内，也均陈列有
FACKELMANN的产品。

（郑晨）

FACKELMANN发布多款厨房用品
强势登陆国内外知名连锁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