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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龙山登长城
历史文化名山封龙山，近日向游客开放东山上

的长城。登临长城烽火台，向南俯瞰，碧波荡漾，湖

水连天，画舫游戈，歌声回荡；向东遥望，星罗棋布

的村庄，一望无际的原野；举目向西，群峰叠翠，风

光无限。更有早上观日出，美景似泰山；晚上望星

空，银河璀璨，接连地上的万家灯火，如梦如幻。俗

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封龙山邀请游客感受万丈

豪情。 （通讯员 宁志现）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截至2021年6

月28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20671.4万剂次。

国家卫健委29日通报，6月28日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云南4例，福建3例，广

东3例，安徽2例，四川2例，陕西2例，上海1

例，浙江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1 例，解除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461 人，重症病例与

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93例（其中重

症病例11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

诊病例657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186例，

无死亡病例。

截至 6 月 28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

确诊病例459例（其中重症病例12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86676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91771 例，现有疑似

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058670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6072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均

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4例（均为

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3例（均为

境外输入）；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494例（境外输入47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26668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1920 例

（出院11626例，死亡210例），澳门特别行政

区54例（出院51例），台湾地区14694例（出

院9916例，死亡635例）。 （据新华社）

重型柴油车
国六排放标准实施

根据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

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有关事宜

的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全国

范围全面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

标准。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六排放

标准的重型柴油车(生产日期以机动车

合格证上传日期为准，销售日期以机动

车销售发票日期为准)，进口重型柴油

车应符合国六排放标准(进口日期以货

物进口证明书签注运抵日期为准)。

机动车召回由安全
召回扩展至排放召回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生态

环境部联合发布的《机动车排放召回

管理规定》7 月 1 日起施行。以下这

些情况，机动车会因排放被召回。

一、由于设计、生产缺陷导致机

动车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标准；

二、由于不符合规定的环境保护

耐久性要求，导致机动车排放大气污

染物超过标准；

三、由于设计、生产原因导致机

动车存在其他不符合排放标准或不

合理排放。

该《规定》明确，机动车生产者或

经营者违反相关条款的，将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

电子技术监控设备
设置地点应当公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将于7月15日起施行。

违法行为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

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追责

期限延长至5年。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

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

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

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

从重处罚。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

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

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

设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

社会公布。

全国实施“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

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

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

方式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在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革试

点力度，力争2022年底前建立简约高

效、公正透明、宽进严管的行业准营

规则，大幅提高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

度和可预期性。

全面推行税务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制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全面推行税

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7

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税务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部门信息共

享和行政协助机制完善程度以及事

中事后监管能力水平，适时扩大税务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适用范围，并进

一步推动彻底取消有关税务证明事

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税务局对已经通过信息共享取

得并可即时查验的税务证明，可自主

公告决定不再索要有关证明材料和

承诺书，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以

查验结果替代证明材料。

机动车
将实行“一车一票”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共同制定的《机动车发票

使用办法》，自5月1日起试行，7月1

日起正式施行。

销售机动车开具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时，应遵循以下规则：按照“一

车一票”原则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即一辆机动车只能开具一张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身份证明号码”栏，销售方根据

消费者实际情况填写；消费者丢失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无法办理车辆购

置税纳税申报或者机动车注册登记

的，应向销售方申请重新开具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打印内容出现压线或者出格的，若内

容清晰完整，无需退还重新开具。

信息披露严重违法
或被终身禁入市场

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证券市场

禁入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7月

19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交易类禁入是指禁

止直接或者间接在证券交易场所交

易上市或者挂牌的全部证券(含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的活动，禁止交易的

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五年。

适用情形方面，明确将信息披露

严重违法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况列入

终身禁入市场情形，同时，明确交易

类禁入适用于严重扰乱证券交易秩

序或者交易公平的违法行为。

特困人员
认定条件适当放宽

新修订的《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自7月1日起施行。

《办法》适度拓展了“无劳动能

力”的残疾种类和等级，在原有认定

“一、二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一级肢体

残疾人”为无劳动能力的基础上，增加

了“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二级肢体

残疾人和一级视力残疾人”，规定上述

残疾人应当认定为无劳动能力。

《办法》完善了“无生活来源”的

认定条件，认定特困人员“无生活来

源”的具体条件是其收入应低于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

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

(中国新闻网)

福彩开奖

本数据仅供参考，其中中奖号码
以中福彩中心、河北省福彩中心正式
公告为准。

3D第2021170期
中奖号码 184
20选5第2021170期
中奖号码 14 10 19 20 01
好运2第2021170期
中奖号码 14 10
好运3第2021170期
中奖号码 14 10 19
双色球第2021072期
红色球号码 01 09 15 16 19 21
蓝色球号码 15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12亿

事关你的车子、钱袋子

7月这些新规开始实施

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特困人员认定条件适当放宽、全国实施“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进入7

月，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可能会影响你的车子和钱袋子！

注销公告：石家庄绿鸿肥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 13012400000613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 黄国
庆、赵东乐，清算组负责人：黄国红，电话
13012143969，地址：栾城区柳林屯村，请各
债权人自发布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声 明：石家庄绿鸿肥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124000006138，公章丢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因被吊销且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壹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告
天洲.视界城项目 D区 18 号楼，已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取得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 请购买上述楼号房屋的业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前，到我
公司指定地点办理按揭手续后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根据《认购协
议书》约定一次性交清除首付款之外的全部款项。如业主未予办理的，我
公司将依据《认购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做出相应处理。
公司指定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荷园路 55号天洲视界城售楼部公司
联系电话：66028888/66029999
接听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14：00-18：00
特此公告！

2021年 6月 30日

声 明：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刘家佐
中心小学不慎遗失单位法人手章一
枚，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0311-85886555、85815289

遗 失 声 明
长安凯惠日用品销售部、长安荣安工

艺品销售部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 张 凯 （ 身 份 证 号 为
131182199202145437） 于 2020年 12月 28
日将二代居民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康立辉， 冀 A0718C 黄牌道路运输

证丢失，号码：130185021910，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河北文迈图书贸易有限公司在中行恒

大华府支行预留的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新华区晶艾晓美容院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 注册号:130105600652541，发
证日期 2015年 9月 17日，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