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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公 告

寻尸启事
2020年2月24日7时许，在莱山区千金

店村一工厂宿舍内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生前
四川口音，年龄45-55岁，上身穿青灰色长
袖毛衣，下身穿黑蓝色裤子。

有知情者请及时与莱山分局刑侦大队联系。
联系电话：0535-6891826 (周警官)

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刑事侦查大队

●烟台新中萃玻璃包装有限公司
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证号：建
字第370601201100138号），已作废，
特此声明！

●本人王月强丢失烟台力高置业
有限公司19-1401号房首付款发票一
张（发票号：21819496）金额 169534
元（壹拾陆万玖仟伍佰叁拾肆元整），

特此声明原票据作废。
●本人郭怀圣不慎遗失烟台康城

实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07月06日开
具的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发票户
名:郭怀圣，开票项目:预售房款，房号：
9-1-1204，面积：96.77平方米，发票
号码：04767003,发票金额：壹拾柒万
伍仟壹佰叁拾肆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
(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
(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
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
（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
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
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6 月 29 日，
民众聚集在孟
加拉国达卡的
沉船事故现场。

孟 加 拉 国
首都达卡布里
甘加河水域 29
日上午发生沉
船事故，搭载50
至 60 名乘客的
渡船与另一艘
渡船相撞后沉
没，救援人员现
已打捞起 24 具
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

政务处分法
构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

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用，党
纪管不了”？自7月1日起施行的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
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的违法行为，除了
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金、滥用职权等较为
常见的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之外，还纳入了

“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违反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拒不按照规定
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
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反规定取
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
期居留许可的”等，并规定了其适用的政务
处分。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种类，政务
处分法规定了6种政务处分，分别为警告、
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政务处分
的期间分别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

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
月。

政务处分法要求，任免机关、单位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管
理、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
监察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
员的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同时，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
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
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监察建
议。

社区矫正法
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

社区矫正法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
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专门立法。

我国从2003年开始试点并逐步推进社
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法吸纳总结了社区
矫正工作实践中一些成功有效的做法，如在
各地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区矫正
信息化水平的经验基础上，将“国家支持社
区矫正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写入总则，并
就信息化核查、使用电子定位装置等内容作
出规定。

该法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和工作原
则，规定社区矫正是为了“促进社区矫正对
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社区
矫正工作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结合，专
门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采取分类管理、
个别化矫正，有针对地消除矫正对象可能重
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

社区矫正法注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居委会、村委会可以引导志
愿者和社区群众，利用社区资源，采取多种
形式，对有特殊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必
要的教育帮扶；社区矫正机构可以通过公开
择优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或者其他
社会服务，为社区矫正对象在教育、心理辅
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关系改善等方面提
供必要的帮扶。

新司法解释
进一步保障“告官见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自7月1日起施
行。该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活动，保障民众能够“告官见官”。

司法解释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的内涵。一是仅限于诉讼程序，不包括
询问、调查等程序；二是不限于行政机关，还
包括其他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行
政主体；三是不限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
还包括应当追加为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
人民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行
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类
型上，司法解释具体列举了涉及食品药品安
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
案件类型，引导行政机关对三类特殊案件主
动出庭应诉。

为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出声”，
司法解释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
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
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证据、辩

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进行解释说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新森林法
聚焦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修订的森林法自7月 1日起施行。
该法充分体现出“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原
则，同时实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力求实现
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森林法的一大亮点，是将植树节以法
律形式规定下来，明确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
树节，进一步强化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居民的造林
绿化责任。

新森林法加大了对天然林、公益林、珍
贵树木、古树名木和林地的保护力度，完善
了森林火灾科学预防、扑救以及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制度。针对现实中一些企业、单位采
挖移植林木破坏森林资源的突出问题，明确
采挖移植林木按照采伐林木管理。

新森林法确立了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制
度，将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公益林实
行严格保护，商品林则由林业经营者依法自
主经营。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
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科学
论证，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
景观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
等。对于商品林，则明确在不破坏生态的前
提下，可以采取集约化经营措施，合理利用
森林、林木、林地，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一批新的法律法规7月起施行

新司法解释保障“告官见官”
进入7月，一批新的法律

法规开始施行。公职人员行为
监管更加严格、社区矫正工作
从此有法可依、新司法解释进
一步保障“告官见官”……法
治，让社会治理更完善，让你我
生活更安心。

6月28日，国产C919客机降落在吐鲁番交河机场，工作人员走下飞机。新华社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 我国首
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客机，28日
飞抵新疆吐鲁番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高温
专项飞行试验。

C919国产客机，座级158-174座，航
程 4075-5555 公里，2007 年正式立项，

2015年首架机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总装制造中心下线，2017年实现首飞，计
划于2021年获得主管部门颁发的适航证并
交付使用。现阶段，C919客机开启多机场、
多区域协同试飞模式，全线进入高强度、高
效率、高质量飞行试验阶段，以确保飞机各
项性能符合适航标准。其中，高温试飞是民

用飞机必须通过的一项极端气候试验。
吐鲁番机场安全质量监管部主管王立

飞介绍，经前期对全国机场历年气象数据统
计分析，中国商飞C919客机试飞团队评估
出吐鲁番机场夏季高温条件能够满足试飞
要求，决定在此组织试飞项目，收集飞机性
能数据。对此，吐鲁番机场将全力做好保障

工作，确保飞机完成各项试验。
素有“火洲”之称的新疆吐鲁番市，高温

少雨，是全国有名的高温地区之一。每年6月
至8月，吐鲁番市平均气温高于38摄氏度，高
于40摄氏度的天数在35天以上，特殊的气候
条件，使吐鲁番市先后获批成为我国干热自
然环境试验基准点和重要的热区试车基地。

C919客机飞抵吐鲁番开展高温专项试飞

6月29日，三峡枢纽开启泄洪孔泄洪（无人机照片）。
受长江中上游强降雨影响，进入三峡水库的水量持续增多。为

腾出一定库容迎接近期可能到来的洪水，三峡枢纽于6月29日上午
开启两个泄洪孔，加大下泄流量。这是三峡枢纽今年首次泄洪。

28日14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4万立方米/秒，是27日14时
的两倍。为应对此轮来水，长江防总要求将三峡水库下泄流量上
调至日均3.5万立方米/秒。 新华社

三峡工程今年首次泄洪
近期或迎新一轮洪水

孟加拉国沉船孟加拉国沉船
至少至少2424人遇难人遇难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
者29日从中国慈善联合会获
悉，中国慈善联合会近日发布
了《慈善组织档案管理规范》
《慈善组织项目管理规范》《公
益项目三A三力评估指南》《慈
善社区创建评价方法》4项团体
标准，这也是我国慈善领域的
首批团体标准。

据介绍，这4项团体标准
对慈善组织档案管理、慈善组

织项目管理、公益慈善项目社
会价值评估、慈善社区创建评
价等多个方面作出规范，将于
202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刘福清介绍，此次发布
的4项团体标准属于慈善领域
的基础性标准。今年下半年，
中国慈善联合会还将组织会员
单位开展团体标准的培训、试
点等工作。

我国慈善领域
首批团体标准发布

新华社北京 6月 29 日电
记者29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
部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
作 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
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确保
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
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
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确保
2020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到95%。坚决防止因疫
情造成新的辍学。

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教
育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任
务，也是“两不愁三保障”的底
线目标之一，事关脱贫攻坚的
成效和全面小康的成色。意见
要求全面梳理已复学和仍辍学
学生情况，一人一案制定工作
方案，继续加大劝返力度，确保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今
年秋季学期全部应返尽返。

对于因学习困难、外出打
工、早婚早育、信教等辍学的
情况，意见要求突出工作重
点，切实解决问题。对学习困
难辍学学生，要建立学有困难
学生帮扶制度，有针对性地制
定教学计划，通过插班、单独
编班、普职融合等多种方式做
好教育安置工作；对外出打工
辍学学生，会同相关部门建立
协作劝返机制，及时相互通报
信息，严厉打击使用童工违法
犯罪行为；对早婚早育辍学学
生，要在严格禁止、依法依规
处罚的基础上，认真做好这类
适龄儿童少年的劝返复学工
作，给予特殊关怀；对因信教
而辍学学生，严格落实宪法和
法律相关规定，严禁利用宗教
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实施，会
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共同做好
劝返复学工作。

教育部印发《意见》

坚决防止因疫情造成新辍学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29日
电 巴基斯坦警方29日证实，4
名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位于巴南
部城市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
交易所大楼，导致至少5人死
亡、6人受伤。4名武装人员被
击毙。

卡拉奇警方负责人穆卡达
斯·海德尔对媒体说，武装人员
当天乘车抵达证券交易所大楼
附近，向证交所安保人员开火
并投掷手榴弹，导致4名安保
人员和一名警察身亡。4名武
装人员在与警方和安全人员交
火中被击毙。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首席
执行官法鲁赫·汗对媒体表示，
武装人员没有闯入证交所股票
交易核心区域。卡拉奇警方和
当地安全部队已对现场实施封
锁。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
受治疗，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实施
此次袭击。“俾路支解放军”经
常在巴基斯坦境内对安全部队
和平民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
坦政府已于2006年宣布取缔
该组织。

巴基斯坦官方尚未就此袭
击事件发表声明。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大楼遇袭
多人死伤 4名武装人员被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