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组版：李忠军 校对：史文婷国内国际新闻 A6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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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定06月16日08:00-14:00停电：
10kV云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102
开关后段停电日期更改为06月21日；请以上
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6月15日07:00-15:00停电：10kV外
滩一线兰陵路#16环网柜：外滩一线出线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欧尚超市等兰陵等相关
地段）；

07:30-16:30停电：10kV白洋线全线（停
电范围：中南化工、天优不锈钢、科尔迅化工等
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焦东线求新B1151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姚氏环保技术、求新不锈钢管等郑陆等
相关地段）；

10kV梧岗线红卫大队B115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先锋干燥工程、吉春医用器材、环
亚管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6月16日08:00-17:30停电：10kV福

特线东港三路5号环网柜：福特线1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福尔特金属
制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20kV滨新线全线（停电范围：春杨电器、
美伊电钢机械、华日新材等春江、薛家等相关
地段）；

20kV德宝线玉龙中简A2027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安邦物流股份、横滨化学科技、德
宝国际物流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06月21日07:00-18:00停电：10kV红
梅线飞龙东路2号环网柜：红梅#2变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红梅新村部分等红梅等相
关地段）；

07:20-15:00停电：10kV科明线宝塔山
路6号环网柜：科明线出线1130开关至夏家
A1165开关（停电范围：大华环宇机械制造、
城市照明管理处等罗溪、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汤奔线圣朗V1337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派尼曼家俬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0kV汤叶线全线（停电范围：欧胜高空

升降平台设备制造、玉蓉阳光食品、凯鹏液流
器材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焦镇线红星桥
B134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焦溪社区等郑陆
等相关地段）；

07:30-16:00停电：10kV怀德线劳动西
路#10环网柜：怀德线678开关支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常宁公寓部分、德馨花园部分
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10kV西河线运河路17号环网柜：西河线
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文亨花园部分
等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06月22日07:30-15:30停电：10kV
元丰线清凉变至万都广场#1环网柜：元丰线
1110开关至和平中路6号环网柜：元丰线1110
开关（停电范围：浦北新村部分、驴上头部分、
吉泰航空用品等兰陵、雕庄、茶山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金黄线交通
器材厂支线13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欧尚超市、
茶山村村民委员会等兰陵、茶山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丰盛线新区
自来水457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尚雍商贸、
恒港起重成套电器、丰盛光电科技股份等三井
等相关地段）；

10kV汾水线亚玛珂459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普泰玻纤制品、常柴股份、新欣武交机械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6月15日08:00-14:00停电：10kV云

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
后段；

06月21日08:00-14:00停电：10kV云
东线白云东苑#1变电所：#2配变102开关
后段；

10kV前桥线排水管理处支线2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邹镇线清泉新
村三幢配变、邹区兴隆东街2#配变、邹区南蒋
配变、邹区兴隆东街配变；

10kV灯溪线国中五金厂支线1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邹区岳溪陆家村配变；
10kV韩中线奔牛何家后王配变；
08:30-14:30停电：10kV万绥线东岳庙

支线3号杆东街1号支线侧后段、东岳庙支线
5号杆孟河万绥公社变配变、桥西支线3号杆
孟河万绥桥西配变、万绥东街2号配变；

09:00-15:00停电：10kV葛庄线池上村
支线3号杆后段；

13:00-17:00停电：10kV吕墅线吕墅沟
南配变；

06月22日06:00-12:00停电：10kV
政泰线西夏墅水塔口东配变；

10kV阳澄线西夏墅微山湖路配变；
07:00-19:00停电：10kV锦绣线锦绣

花园#5变电所：#1配变101开关后段、#2配
变102开关后段；

07:30-17:30停电：10kV飞东线红梅
#3变01开关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景园线孟河
背阴庙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
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
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
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
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
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声明作废
86603740

△马天姿遗失20241014号常州工
学院学生证，声明作废。
△周玮遗失322221041255号执业
药师注册证，声明作废。
△常州文艳标准件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号码：3204124901717）及法人
章（号码：3204124901719）各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销户公示
由常州天合智慧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常州市经开区坤泰车辆系统（常州）有限公
司汽车核心系统项目（二期）—110kV变电
站电力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
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
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6月14日至7月25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局
（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
0519-89863244。

销户公示
由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金

坛区静脉产业园雨污水管网项目已竣工验收

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

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6月

14日至7月25日），如有异议，请向江苏省

常州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反映，联系电话：

0519-82698520。

这 是 在 三 星 堆 遗 址 8 号“ 祭
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6 月 1
日摄）。

6 月 13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
址的最新考古成果，6 个“祭祀坑”

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 13000 件。数
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未见，也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
面积约12平方公里，最早被发现于20
世纪20年代。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
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
在 1、2 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
掘了距今约 3000 年的 3 号至 8 号六个

“祭祀坑”。
目前三星堆 3、4 号“祭祀坑”已结

束野外发掘，5、6 号“祭祀坑”正在开
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
文物主要集中在 7、8 号“祭祀坑”。

新华社发

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采样是
核酸检测的重要环节。记者 13 日从
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冠病毒核酸采样质量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核酸采样的
规范性和准确性。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核酸采样
人员的资质管理，在现有医务人员基
础上，将民营医院、零售药店、学校医
务室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卫生相关
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人员纳入采样人
员队伍，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规
范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核酸
采样工作。采样人员的调配使用尽量
不挤占正常医疗资源，以保障人民群
众看病就医需求。

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要按照《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工作手册（试行第二版）》和《新冠病
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规范做好核酸
采样的组织、培训、考核等相关工作。

通过制作培训视频、组织实操培训等，
使采样人员熟练掌握口咽拭子、鼻咽拭
子等常用采集方法，正确穿脱使用个人
防护用品，落实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不
得通过视频培训取代实操培训。

同时，各地要切实加强核酸采样
的质量控制，按照“不培训不上岗，培
训不合格不上岗”的原则，确保采样人
员操作和行为科学规范。各核酸检测
机构进一步做好室内质控，通过分析
检测试剂的内参数据，监测采样拭子
是否采集到细胞，以反映和改进采样
质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
核酸采样现场巡回抽查，及时发现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

根据通知，各地还要进一步加强
核酸采样点的组织管理，指导各采样
点配备足够的采样人员、辅助人员或
志愿者等，合理安排采样人员排班和
休息，提供相应后勤服务，落实关心关
爱医务人员的有关要求，为群众提供
优质高效的核酸采样服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文要求：

加强核酸采样质量管理
北京市发放“绿色节能消费券”，

每份券包总金额1500元，可购买符合
条件的21类绿色节能产品；成都市发
放数字人民币线上消费券，金额共计
1.6 亿元；太原市投放 5 类 22 种数字
消费券，财政总投入 4.2 亿元⋯⋯近
期，全国多地陆续发放消费券，提振消
费市场活力。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消费
券能提振消费，不过，为更好发挥其作
用，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消费券的发
放和使用流程。

消费券努力促进消费恢复
国务院办公厅 4 月 25 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
恢复的意见》，要求综合施策释放消费
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并提出5方
面20条政策举措。

发放消费券是各地出台的促消费
手段之一。从涉及品类来看，除了受
疫情影响的餐饮、文旅、娱乐等行业之
外，有不少省份和城市开始发放汽车
消费券，如山东拟投入资金5亿元，发
放汽车消费券15万张；还有一些则是
与当地的支柱行业相关，如广东佛山
发放针对家电产品的消费券。

“政府出资，平台支持，商户配
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亚
程介绍说，消费券一般是由政府出一
部分资金，然后跟互联网企业或者电
商平台合作进行线上发放，部分平台
还会给予配套补贴。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各地的消费
券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
和各类互联网App发放，派券方式包
括定时抢券、摇号和抽奖等。合作的
第三方商业平台主要包括微信、支付
宝、京东及美团等。武汉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教授曾伏娥表示，以支付宝
和微信为代表的支付类平台的特点在
于消费端覆盖面更广；而美团作为本
地生活服务平台，则与线下实体商户
联系更加紧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金
服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政府
1 元的消费补贴能够带动平均 3.5 元
以上的新增消费。不少地方和支付平
台统计的杠杆效应可达到 5 倍甚至
10倍的效果。

微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0 至
2021 年微信支付实际核销各类优惠
金额229亿元，撬动社会消费5200亿
元。以宁夏银川为例，自今年 3 月初
至6月6日，已发放13轮政府消费券，
参与人数 260 万，在线核销超过 55.7
万笔，直接交易额 1.5 亿元，间接带动
消费19亿元。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
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
为，发放餐饮、住宿、旅游、汽车等不同
品类的消费券，既能达到定向帮扶特
定行业的效果，也能吸引商家和企业
推出更多个性化的让利优惠，进而带
动上下游复苏，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和
投资，实现经济和产业的良性循环。

发放、使用规则有待完善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消费

券，在发放和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值
得关注的问题。

——线上发放，一些年龄大的消
费者很难抢到。一些年龄偏大的消费
者反映，虽然消费券“红包”很多，但能
抢到的很少，因为目前消费券一般采
用线上发放模式，价值高的几秒就抢
光；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没有年轻
人熟悉，对各种手机App推送的信息

也很难及时关注到，即便关注到了，抢券
手速也没有年轻人快。

——一些消费券使用规则不完善。
深圳某网友在某购物平台上购买了价值
2899元的手机并使用了消费券，之后因
个人原因申请退款想重买，但是退款后
消费券平台不予以退回。“辛辛苦苦抢来
的消费券算是白抢了。”在黑猫投诉平台
上，还有不少人反映同样的问题。

“我抢了美食券来消费，但是在火锅
店结账时服务员说，锅底费用、茶位费
用、饮料费用都不能计算在内。”广州的
刘女士告诉记者，本来算好了满 400 元
正好可用券，但是结算时才发现不能用
券的那部分费用都七八十元了，商家说
有自主解释权。

——一些消费券被交易、转卖。记者
调查发现，有人利用外挂程序等抢消费
券，还有人通过虚拟定位在其他城市抢
券，然后倒卖。某二手平台出现了售卖消
费券的现象，部分人以“代付”方式向真正
消费的顾客折价出售抢到的消费券。

记者在广州市北京路商圈看到一家
土菜馆消费火爆，一些正在等位的市民
朋友告诉记者，这家店可以用消费券，

“没有抢到消费券也没有关系，拍下座位
号后微信发给‘黄牛’，由他们来结账。”
而通过“黄牛”结账比直接使用消费券多
付10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
认为，出现消费券转让、交易甚至套现，
有的可能是设计机制本身有漏洞，可通
过技术手段解决问题；如果是大规模、团
伙式转卖，则不仅会破坏市场秩序，还会
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可以用行政、法
律手段去处理。

精准发力放大消费券效用
受访专家表示，消费券提振消费的

关键在于让政府补贴变为“助燃剂”，在
短时间内激发消费规模增长，最终传导
到生产供给侧，带动整个经济链条复
苏。如何发挥好消费券的作用，还需要
从多个维度精准发力。

曾伏娥认为，为了实现短时间内激
发消费规模增长，政府的目标人群应该
是那些低收入或者受疫情影响的消费
者。“可以分批次在多平台发放，根据核
销率动态决定下一批次消费券的投放，
提升消费券发放和使用效率；还可以利
用数字技术来实时追踪发放效果，不断
改善投放方式，从而更加精准地将消费
券给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发放消费券不妨线上为主、线下为
辅。”孙亚程建议，可以发放一些纸质消
费券作为补充，比如与当地部分商场、超
市、便利店等线下场地联合，给特定群体
定向发放一些消费券。

沈艳认为，可以把央行的数字人民
币与消费券搭配，保证资金能实现定向
定期的使用。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升
级，还要加快发展新兴消费、绿色消费，
这有利于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
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目前北京、
郑州等地已相继发放绿色节能消费券，
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节能商品。

曾伏娥建议，政府可以对消费券的
金额和使用频率进行限制，加强大数据
分析，加强对非正常交易记录的筛查，通
过技术手段尽量避免以虚假交易套现行
为，真正让消费券成为带动全链条消费
复苏的“助燃剂”。

此外，记者了解到，近期出现的倒
卖、套现消费券等现象，已引起公安机关
注意，相信陆续会采取措施对主观恶性
较大、投机牟利、大量恶意套现等违规使
用消费券的行为进行打击。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全国多地发消费券之后的市场观察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国会参议院
20 名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 12 日宣
布，就枪支安全法案框架达成一致。
不过，法案框架内容远未达到总统约
瑟夫·拜登及国会民主党人的期待，民
主党先前推动的控枪法案中多项措施
遭删减。

拜登当天表示，接受这一框架，敦
促参议院推动相关法案通过。

据美联社报道，20 名参议员中有
10名共和党人。由于民主、共和两党在
参议院各控制50个席位，对致力推动
控枪立法的民主党人而言，任何控枪提
案要闯过参议院这一关需要至少10名
共和党人的支持，以达到参议院通过一
项提案通常所需要的60票门槛。

“今天，我们宣布了一项两党提
案，以保护美国儿童，维护校园安全，
减少我国暴力威胁。”20 名参议员在

一份声明中说。
法案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各州将

获得资金，以制定和实施“危险信号法
案”，即如果持枪人发出威胁，警方可
以暂时扣押其枪支；对21岁以下的枪
支购买者进行更严格的犯罪背景调
查，审查其青少年精神健康记录；打击
为背景调查不过关人员代购枪支的行
为；为加强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项目
提供资金等。

拜登1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法案
框架“没有做到我认为需要的一切，但
它代表向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并将成为几十年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
的枪支安全法案⋯⋯在两党的支持
下，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拖延”。

按美联社说法，法案框架中一些
细节和法条表述仍未完成，可能出现
新的争议和拖延。

获共和党人有限支持

拜登政府控枪法案艰难闯关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新兴太空企业
阿斯特拉空间技术公司一枚运载火箭
12 日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失败，未能达到
将两颗气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据阿斯特拉公司和美国航天局发
射服务计划局介绍，由于二级发动机过
早关闭，运载火箭未能将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两颗用于观测飓风的卫星送入
预定轨道。

这两颗热带雨量探测卫星由麻省
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设计，仅“鞋盒大
小”。美国航天局这一项目用于观测热
带风暴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包括湿度和
降水。

阿斯特拉公司去年 2 月同航天局
签订金额近 800 万美元的合同，发射首
批 6 颗组网卫星，计划分三次发射、每
次两颗。所用火箭为非重复使用的两
级运载火箭，可把 150 千克有效载荷送
入近地轨道。

阿斯特拉公司成立刚几年，希望在
美国商业太空市场走差异化竞争路线，
专注小型卫星发射领域。这家企业说，
相比专注于发射大型运载火箭的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和阿丽亚娜航天公司，阿斯
特拉公司能提供更灵活、频率更高的火
箭发射服务。

然而，阿斯特拉公司火箭发射频繁
出现故障。包括试验发射在内，该公司
迄今7次发射火箭，只有两次成功。

未能将气象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阿斯特拉火箭发射失败

去年，美国联合农场工人工会在
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顶着
炎炎烈日，一名年仅 7 岁的男童在美
国印第安纳州一片田地里辛勤劳作，
采摘草莓。

在美国田间地头，一些青少年、甚至
是儿童正在干着成年农工干的活。根据
非营利机构“美国农场工人就业培训计
划”估计，该国仍有约50万名童工从事
农业劳作，童工死亡案件屡有发生。

纵观美国历史，童工以各种各样
的形式出现，包括儿童奴隶和契约劳
役。1938 年，美国出台《公平劳动标
准法》，对雇主使用青少年和儿童参与
劳作进行了规定和限制，但对于农场
主却“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在某
些条件下雇佣儿童收割庄稼。

直至今日，美国还有一些儿童从8岁
起便开始工作，每周劳作长达72小时。
去年10月，因面临“用工荒”，美国有些地
方又打起了未成年人的主意，通过立法将
青少年可工作的时间加以延长。

美国农场劳作繁重、条件艰苦，童

工还常常被置于因天气、农药以及使
用农具农机所产生的危险中。美国政
府问责局 2018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披
露，2003 年至 2016 年，美国有 452 名
儿童因工伤死亡，其中超过 230 人死
于从事农业相关活动。

劳作时，儿童会因暴晒出现健康
问题，包括中暑、脱水甚至死亡。此
外，美国多地烟草农场雇佣儿童收割
和晾晒烟叶，致使很多童工尼古丁中
毒，甚至肺部受到感染。同时，农场
童工经常要在未得到充分培训或照
看的情况下，操作仅供成人使用的农
具农机，包括拖拉机这样的大型设
备，也酿成不少悲剧。

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尊重和保护
儿童权利、使他们免于从事繁重劳动
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至今仍没有
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甚至还
屡次因严重的童工问题受到国际劳工
组织点名批评，这就是自诩为“人权卫
士”的美国“保护”儿童权利的真相。

新华社华盛顿6月13日电

美国童工问题触目惊心

新华社贵阳 6 月 13 日电 记者从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穿洞遗
址将于 6 月中下旬启动第三次发掘。

本次考古发掘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进行，这是时隔 40 年后，穿洞遗

址再次启动考古发掘。
穿洞遗址位于贵州省普定县，遗址

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丰
富的人类活动信息，对于了解旧石器时
代晚期古人类的文化面貌、生业模式、遗
传谱系等信息具有重要价值。

据了解，穿洞遗址为贵州省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古人类
洞穴遗址之一，发现于 1978 年，曾在
1979年、1981年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

时隔40年

穿洞遗址将启动第三次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