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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 算 法 实 施 条 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共 8 章 97 条，对预算收
支范围、预算公开、转移支付、地方
政府债务等事项作出相应规定，主
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预算收支范围。规定
各部门预算应当反映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安排给本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
的所有预算资金。

二是强化预算公开要求。规定
一般性转移支付向社会公开应当细
化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应当细化
到地区和项目。

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明确
一般性转移支付范围包括均衡性转

移支付，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力补助等。

四是明确预算草案编制时间。规
定财政部于每年6月15日前、地方政
府财政部门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部署
编制下一年度预算草案的具体事项。

五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明确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
理，各省级政府债务限额在全国人
大或者其常委会批准的总限额内由
国务院批准。

六是规范财政专户。明确开设、
变更财政专户由财政部核准，财政
专户资金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管
理，纳入统一的会计核算。

此外，《条例》还对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有关事项、超收和短收的
处理、加强财政和审计监督、政府综
合财务报告的范围等作了规定。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者 宋佳 郑生竹 邓倩倩

根据 2012 年发布的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 35 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
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 摄氏
度以下的，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并
纳入工资总额，且不能以防暑降温
饮料充抵高温津贴。

全国总工会此前印发 《关于做
好 2020 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
知》，要求在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态势不断巩固的情况下，因时因
势调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着力点和
应对举措，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近期，福建省劳动保障监察局
发现，福州市两家负责街道清扫的
用人单位福州市东飞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和福州玉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未按福建省高温津贴的现行标准发
放，存在克扣行为。目前，已勒令
相关企业整改，将低于标准的部分
补齐。

按照江苏的规定，高温津贴为
每人每月 300 元，从 6 月起发放到
9 月。江苏某园林公司员工郑先生

6 月初一入职就被安排到小区项目
工地上监督施工，“人事经理说每
月只能拿到 100 元高温津贴，刚入
职也不好去争取。”

江苏某地市近期在高温劳动保
护专项检查时发现，虽三令五申各
用人单位不打折扣地将高温津贴发
放到位，但仍有部分企业存在以防
暑降温饮料充抵、未按月支付等常
见问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
中小工厂、住宿餐饮等行业。

采访中，有的劳动者反映，往
年可以拿到高温津贴，今年要么没
动静，要么到手的大幅“缩水”。
某平台外卖骑手小李告诉记者，去
年还有高温津贴可拿，今年到目前
什么都没有。

记者发现，自防暑降温措施管
理办法 2012 年印发以来，各地都
制订了高温津贴标准，发放有了政
策保障。但一些地区标准多年不
变，一些地方高温津贴多年不上调

成为劳动者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
例如，湖南省 2005 年规定，高温
津贴标准为每人最低每月 150 元，
这一标准已有十多年未调整。河
南、广东等地的高温津贴标准也都
十年没有调整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明知
用人单位未将高温补贴发放到位，
一些劳动者也是“敢怒不敢言”，

“追回一只鸡得杀一头牛”，不少劳
动者不愿为了这笔钱去维权。

北京某小区的一位保安说，公
司发多少就只能拿多少，“不敢去
要啊，有工资拿就不错了，再为了
这个丢了工作，不值当。”

南京市鼓楼区法律援助中心律
师冷雪告诉记者，劳动者在不拖欠
工资等其他劳动争议情况下，一般
不会单独主张高温津贴发放到位，

“由于金额不大，一些劳动者不愿
为这点钱去维权而影响工作。”

苏州市人社局表示，部分用人
单位对高温津贴的有关规定知晓程
度不高、重视程度不够，人社部门
的宣传力度还有待加强。同时，由
于劳动用工的复杂性，新业态下的
快递员、外卖员等劳动者是否属于
高温津贴发放对象，还需上级部门
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予以明确，为基
层人社部门执法提供依据。

有的被克扣，有的标准十几年不变

你拿到高温津贴了吗？

据新华社杭州 8 月 20 日电
记者从浙江省教育厅获悉，为进一
步提高幼儿园的保育教育质量，保
障幼儿园教师权益，浙江明确自
2020 年 9 月起所有等级幼儿园专任
教师均须持有适用的教师资格证，
并将“劳动合同制教师人均年收入
不得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全社会单
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所有
等级幼儿园申报的前置条件。

为有效保证优质学前教育资源

的供给，浙江近年来实施幼儿园等
级评定制度。浙江省内所有经县

（市、区） 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审批设立、具有法人登记证书、办
学满 2 年的幼儿园 （不包括托儿
所、小学内的学前班以及儿童早教
培训机构），均可参加幼儿园等级
评定。幼儿园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一级、二级和三级。近日，浙江对
幼儿园等级评定相应办法与标准根
据新形势进行了修订。

我省明确所有等级幼儿园
专任教师均须“持证上岗”

据新华社济南8月20日电
记者 王阳

立秋之后，山东省嘉祥县纸坊
镇申村栽种的贵妃桃迎来收获季。
180亩桃林中，采摘者来来往往，收
购桃子的运输车辆不时进出，平静的
小山村一时热闹起来。

在幸福桃缘种植基地，漫山遍野
的桃子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胜斌
从2017年春天开始，通过荒山造林种
桃找到新的致富路。现在亩产量8000
斤以上，每亩纯收益可达上万元。

就在几年前，王胜斌的家乡还
是满目荒山乱石。纸坊镇位于嘉祥
县南部山区，盛产市场紧俏的天青
石，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们受“有
水快流，靠山吃山”错误认识的影响
和经济利益驱使，上山乱采滥伐、随
处随意办厂。

积年累月，山体满目疮痍，植被
遭到破坏，生态严重失衡。纸坊镇后马
村村民李金全对记者说：“那些年就没

见过蓝天，连人打招呼都看不见，更别
说见到绿色植物了。”

破坏生态只能换取一时小利，
转型发展才是长久之计。2010 年，
嘉祥县铁腕推进“封山禁采”。纸坊
镇政府放弃了每年几千万元的产
值，开启一场绿色革命，往日炮声隆
隆、粉尘漫天的景象逐渐销声匿迹。

夏纪军是第一批带头下山的
人。在政府扶持和政策激励下，他开
始填土造林。

“在光秃秃的山上搞绿化，无异
于让沙漠变绿洲，光拉土回填就有
几十万立方米。之前山上就剩一棵
杨树，现在这些树木是我们一棵棵
栽下的。”夏纪军说。从 2017 年开
始，他又引进了精酿啤酒项目，在山
体生态修复基础上开发旅游项目。

步入这里的啤酒文化小镇，眼
前绿树掩映，喷泉伴着五彩灯阵舞
动，让人难以想象曾是一片荒芜。夏
纪军告诉记者，这个小镇可带动周
边 1000 余人就业，每天三四千游客
光顾，一年可实现经营收入 2 亿元、
利税 2000 万元。

转眼间，禁采披绿已 10 年。曾
经“灰头土脸”的县城，重现山峦青
翠、河流清澈、空气清新的面貌。

荒山披绿变“靠山”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记
者陈炜伟 王雨萧） 在商务部 20
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提问：有报道称，据一位知
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中国计划重新
安排在上周末推迟的贸易会谈，此
次会谈目的是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签署六个月之际评估进展情况。据
称，虽然这次会谈的日期尚未确
定，但很快就会举行。商务部有何

评论？针对记者提问，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表示，双方已商定将于
近日举行通话。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记
者王雨萧 陈炜伟）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 20 日在回应关于“Tik-
Tok 被封杀”的问题时表示，敦促
美方摒弃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
业的无端打压，多做有利于中美两
国经贸合作和人民福祉的事情。

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将投
资国家安全审查作为政治工具、泛
化和滥用安全审查的做法，中国政
府维护本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
心坚定不移。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0 日就美修改
出口管制规则并将 38 家华为相关
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应
询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
间8月17日发布公告，拟针对华为公
司修改出口管制规则，并将 38 家华
为相关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
单”，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方再
次升级对华为公司的打压，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错误
做法。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
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中美双方已商定于近日对话
同时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端打压

8月20日，一列综合检测列车从衢宁铁路咸村二号隧道驶出 （无人机
照片）。

当日，衢宁铁路福建段启动试运行综合动态测试，对轨道、通信、信
号、电力及牵引供电等各系统性能及状态进行测试和试验，确保各系统达
到设计要求，具备开通条件，为衢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

（新华社发）

衢宁铁路福建段
启动试运行综合动态测试

这是8月20日拍摄的兰海高速武罐段恢复通车后的景象（无人机照片）。
当日，经奋力抢修，甘肃省陇南市境内 G75兰海高速武罐段等 5条

因暴洪泥石流灾害部分中断的高速公路已全部恢复通车，抢险救灾人员
和物资加快驰援受灾区域。 （新华社发）

甘肃陇南高速公路恢复通车

高温津贴发放一直是社会
热点问题。近期，福建、江苏
等地陆续开展2020年高温津
贴发放相关专项检查行动，督
促一些用人单位为员工补发高
温津贴。

各地的检查结果显示，仍
有一些用人单位的高温则津贴
未发放到位，有的劳动者则表
示与往年相比大幅“缩水”。

8月 20日，在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务段职工
食堂，职工在排队取餐。

连日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有限公司各单位积极采取多项
措施，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的思想观念，引导干部职工自觉
践行“光盘行动”。在沈阳工务

段职工食堂，食堂管理人员科学进
货、合理备餐，切实减少食物浪
费。食堂在餐厨垃圾回收点设立监
控摄像头，实施监督抽查。针对每
餐剩余食物，食堂还为职工准备了
一次性打包餐盒，鼓励职工打包带
走 ， 拒 绝 “ 舌 尖 上 的 浪 费 ”。

（新华社发）

拒绝浪费 节约光荣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高分七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记
者伍岳） 针对美国国务院 19 日发
表声明称，美方已通知香港特区暂
停或终止有关移交逃犯、移交被判
刑人员、豁免国际船运利得税等三
项双边协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 日说，鉴于美方错误行径，中
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履行港美刑事
司法互助协定。

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

关问题时说，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发
表声明，强烈反对和谴责美国政府
单方面决定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特区
签署的上述三项双边协议。

“我要再次强调，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
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决
定，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
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他说。

外交部：

中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履行
港美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这是高分七号卫星于2019年11月13日获取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射
融合影像。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8月20日，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高分
七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我国首颗民用亚米级光学传输型立体测绘卫

星，该星的投入使用标志着高分专项打造的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
率、高精度观测的天基对地观测能力初步形成，将进一步满足用户在基础
测绘、全球地理信息保障、城乡建设监测评价、农业调查统计等方面的数
据需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