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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 粘 学 渊 ，身 份 证 号
（370682198801286473），遗失《医师
执 业 证 书 》 ， 证 书 编 码 ：
110370600009867，特此声明。

●宋玉龙（371102198611276815）
购买的烟台黄务实业总公司开发的通
世新城小区123号楼2单元402户的预

收款收据丢失，开票日期是 2009 年
3 月 30 日 ，票 号 0012376，金 额 是
69307 元，大写陆万玖仟叁佰零柒圆
整，声明作废。

●由家成购买的烟台黄务实业有
限公司的通世新城的120号楼一单元
一层 01 户的山东省烟台市房地产企
业 预 收 款 收 据 丢 失 ，收 据 代 码
237061591201，收据号码 00011167，
金额302267.00元，开票时间2015年7
月29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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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推进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确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的措施，部署中央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累积降水量比
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降雨集中，局部地区受
灾严重。近期南方大部地区仍有强降雨，据
预报下一步雨区会北抬。南北方已全面进
入主汛期，防汛将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期。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坚持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一是压实各方责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
下沉一线，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协调调度。
二是切实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汛工作，加强

中小河流防洪、中小水库除险和城市防涝。
针对北方江河多年未来大洪水、防洪设施较
薄弱等情况，抓紧部署做好黄淮海和松辽等
地区防洪工作，健全会商联防机制，备齐防
汛物资，强化水库、堤防等巡查防守，科学调
度骨干防洪工程，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完善人员撤避预案，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
三是加大物资和资金支持，帮助地方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开展水毁工程修复和生产自
救。同时，做好部分地区抗旱工作和旱涝急
转应对。

重大水利工程是“两新一重”建设的
重要内容。会议围绕防洪减灾、水资源优
化配置、水生态保护修复等，研究了今年
及后续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排，要
求抓紧推进建设，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增

强防御水旱灾害能力。会议强调，要按照
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深化投融资体制机
制改革，落实水价标准和收费制度，建立
合理回报机制，扩大股权和债权融资规
模，以市场化改革推动加快水利工程建
设。

会议指出，要按照“六稳”“六保”工作
要求，既立足当前，围绕保上亿市场主体，
落实好已部署的财政、社保、金融等规模性
纾困政策，又着眼长远，用改革的办法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一要强化为市场主体服
务。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审
批。积极探索对需要许可证的行业实行

“一证准营”、跨地通用。年内将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下放到省级，将商标

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至4个月以内。二
要为就业创业提供便利。完善对新业态的
包容审慎监管，引导平台企业降低佣金、条
码支付手续费等，促进灵活就业。清理教
育、医疗、体育等领域不合理准入条件。明
年6月底前实现职称信息在线核验。三要
优化外资外贸环境。授权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进出口
环节监管证件原则上“单一窗口”一口受
理。

会议指出，201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已公布。有关地方
和部门要对照查出的问题逐项整改、“对账
销号”，并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整改结果在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后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8日召
开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通报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有关
情况，对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强调部署。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强化风险预警防
控，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常态机制，及时搜集研判信息，有效预
警预防预控。要注重点线面相结合、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结
合，强化客流监测，加强警情分析，严密防控措施。要进一步
强化公交企业安全管理，配合有关部门指导督促公交车运营
企业健全完善安防制度，加强对司乘人员的日常教育培训和
安全运营管理，常态化组织开展抽查演练，及时消除风险隐
患。要进一步强化安全防范措施，结合实际持续推进公交车
乘务管理人员配备和公交车安全防范新技术建设应用。要
持续加强群防群治，全面加强群众安防知识宣传，做强平安
志愿者等队伍，切实提升公众规避风险和紧急情况下自救互
救能力。

公安部要求，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突准备，制订细化预案，加
强防范处置专业力量和装备建设，确保快速反应。要进一步强
化安全责任落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落实好公交车安全防范工
作的监督指导责任，推动落实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和运营企业主
体责任。要严格日常监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拒不
改正的严格依法予以处罚，确保整改到位。要推动组织阶段性
督导检查和联合检查，梳理问题隐患，通过约谈、挂牌督办等方
式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国人权研究会9日发表《严重歧
视与残酷对待移民充分暴露“美式人权”的伪善》一文，揭露了美
国政府针对移民的宗教偏见、文化歧视、种族排斥呈愈演愈烈之
势。在移民领域，美国透过极端排外主义政策压制其他种族，侵
犯移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暴露出所谓“美式人权”的虚伪
性。

文章指出，美国移民遭受严重歧视和残酷对待集中表现在
美国政府暴力对待移民，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实施剥夺移民人身
自由的逮捕与拘留；移民“零容忍”政策导致儿童与父母骨肉分
离；移民及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受
到严重侵犯等诸多方面。

为何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大行其道？文章揭示，对移民
外来民族特性的不容忍和疑虑，以及对外来民族特性进行同化
的理想和自信，贯穿于美国移民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决定美国政
府排斥与同化外来移民的政策基准。同时，美国反移民意识形
态主流化将排外主义推向极端，单边移民政策也导致边境地区
非法移民形势不断恶化。

文章强调，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引发严重后果，导致社会
矛盾激化，各界对移民政策的严重分歧加剧社会内部分裂，移民
政策中的种族歧视严重损害美国国家认同与民族融合进程。为
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移民被视作威胁其政治制度、给国家财政
和福利造成负担的外来者，成为被排斥与迫害的牺牲品。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家统计局9
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5%。尽管CPI涨幅比上月微扩
0.1个百分点，但仍然稳定在2%的平台。

“6月份，复工复产、复市复业继续推进，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供
稳价的系列政策措施，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说。

6月份CPI涨幅微扩的主因是食品价
格。当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1%，涨幅
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2.24个百分点。

“果蔬日常少不了。感觉近一个月蔬菜
尤其是叶菜涨价比较明显，比如常吃的鸡毛
菜每斤比5月份价格高了1元左右，水果价格
还比较合算，西瓜、葡萄等多个品种也都集中
上市。另外，感觉猪肉、牛肉等肉价近一个月
又有所上涨。”上海市民朱慧告诉记者。

食品价格短期内确实有所上涨。从更
能反映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看，6月份，食
品价格比上个月上涨0.2%。

董莉娟分析，食品中，受生猪出栏减缓、
防疫调配要求从严及进口量减少等因素影
响，猪肉供应偏紧，同时餐饮和团体消费需
求有所回升，猪肉价格由上月的环比下降
8.1%转为上涨3.6%；我国多地发生洪涝灾
害，北京新发地市场出现聚集性疫情，导致
部分地区蔬菜短期供应紧张，鲜菜价格由上

月的下降12.5%转为上涨2.8%；时令水果
大量上市，鲜果价格环比下降7.6%，降幅比
上月扩大6.8个百分点；鸡蛋供应充足，价格
环比下降4.1%。

非食品价格相对平稳。6月份，非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
点。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价格同
比均上涨1.9%，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4.6%。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从结
构上看，导致6月CPI同比涨幅略有提高的
主要因素仍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但总体
上看，随着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各地保供稳
价措施落地实施，食品供求基本平衡，物价
水平虽有波动但将整体保持平稳。

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刘学智说，非食品价格和核心CPI走
低显示需求偏弱，特别是旅游、文体娱乐、户
外服务等领域消费恢复仍然缓慢。

刘学智分析，猪肉价格是影响食品价格
走势的主要因素，随着生猪存栏量上升带来
供给改善，下半年猪肉价格涨幅仍将收窄。
疫情导致旅游、餐饮、住宿、生活服务等消费
需求偏弱，其恢复是个缓慢过程，非食品价
格可能仍将处于低位，未来可能逐渐趋稳微
升。整体判断，预计下半年CPI涨幅将低于
上半年。 新华社上海7月9日电 延续近期走

升势头，9日沪深股指同步收高。上证综指
盘中3400点失而复得，与深证成指双双实
现“八连涨”。创业板指数表现强势，涨幅高
达近4%。

当日上证综指以3403.48点微幅高开，
早盘短暂回调探至3393.64点后震荡上行，
午后上摸3456.97点创下阶段新高。尾盘
沪指收报 3450.59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47.15点，涨幅为1.39%。

深市表现相对较强。深证成指收报
13754.74点，涨348.37点，涨幅为2.60%。
创业板指数大涨3.98%，收报2757.65点。
中小板指数收盘报9213.65点，涨幅也达到

了2.76%。
沪深两市个股普涨。不计算ST个股，

两市近200只个股涨停。创业板新股N中
船挂牌上市，首日涨幅接近44%。

科创板迎来新股N国盾，首日涨幅高达
923.91%。其余个股大部分收涨，铂力特涨
停。财富趋势、天智航表现较弱，跌幅超过
2%。

行业板块中，贵金属板块表现抢眼，整
体涨幅逾8%。珠宝零售、生物科技、零售
连锁板块涨幅也超过了5%。当日仅有银
行和机场服务板块逆势收跌。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7514亿元和9748
亿元，总量再度突破1.7万亿元。

新华社济南7月9日电 近日，记者从
山东省公安厅获悉，东营市公安机关出动
40余名警力，成功打掉一个跨国荐股诈骗
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8人、引流人员
14人，涉及受害人1600余名，涉案金额过
亿元。

2019年12月5日，山东省东营市居民
黄某某报警称，2019年10月底，有人打电
话推荐股票。随后黄某某被拉入一个股票
推荐微信群，点击群内链接即可进入线上平
台，了解股票并由“讲师”分析大盘情况。

根据讲课介绍，黄某某购买了几只股
票，发现确实涨势明显。后来群里又推荐一
款APP，使用初期股票也处于涨势，但之后
几次交易均损失较重，直到黄某某发现被骗
时，共损失260万元。

接到报警后，东营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
专案组，通过对涉案资金流、信息流深度研

判，警方赴广东展开收网行动。2020年6
月12日，成功打掉这一涉嫌荐股诈骗的犯
罪团伙。

经查，该犯罪团伙自2019年以来，先后
在马来西亚和我国深圳、成都等地搭建诈骗
窝点，利用网络购买股票投资人员信息，犯
罪嫌疑人分别扮演“理财讲师”、对投资理财
感兴趣的“群成员”等角色，并有话术剧本，
由“理财讲师”在群内不断吹捧，每个微信群
由6到7个团伙成员操控。

经初步梳理，受害人达1600余人，涉案
金额过亿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警方提醒，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投资者务必保持清醒头脑，标榜高收益的理
财产品，背后隐藏着高风险，而所谓“日赚百
万”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分子按剧本导演的假
象。

沪深股指“八连涨”

一跨国荐股诈骗犯罪团伙落网
涉案金额过亿元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指出

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民
凸显“美式人权”的伪善

公安部要求进一步加强
公交车安全防范工作

新华社日内瓦7月8日电 世界贸易组织新任总干事提名
工作8日结束。继墨西哥、尼日利亚、埃及、摩尔多瓦和韩国之
后，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当天分别提交本国候选人名单，
世贸组织总干事候选人升至8人。

当天，肯尼亚提名体育文化部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参选世贸
组织总干事。英国当天提名前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参
选。沙特阿拉伯提名人选是前经济和计划大臣穆罕默德·图韦
杰里。

此前得到提名的候选人有墨西哥贸易官员赫苏斯·塞亚德、
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埃及法律专家哈
米德·马姆杜、摩尔多瓦前外交部长图多尔·乌里扬诺夫斯基及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

世贸组织现任总干事阿泽维多5月宣布将于8月31日正式
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新任总干事遴选程序6月8日正式
启动。根据世贸组织规定，总干事遴选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在提
名阶段，世贸组织成员提名各自候选人；在随后的竞选阶段，被
提名候选人与世贸组织成员见面，就与该组织相关的议题陈述
观点，并接受成员提问；最后，总理事会将与成员协商，缩小候选
人范围，并最终做出人选任命决定。

据世贸组织官网，总干事候选人将在本月15日至17日举
行的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与成员见面。

新华社西昌7月9日电 7月9日20时11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亚太6D卫星送入
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亚太6D卫星是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采购的
一颗商业通信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事业部抓总研制，将在轨为机载、船载、
车载等移动通信应用提供优质、高效、经济的卫星宽带通信服
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39次飞行。

7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离岸和
在岸市场双双升破7.0，重返“6”时代。截至
15时48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
6.9932、6.9925。这是在岸人民币自3月中
旬以来首次收复7.0关口。当日，人民币对
美元中间价调升122个基点，报7.0085，再
创2020年3月17日以来最高。7月以来，人
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调升逾700点。

市场人士认为，稳健的中国经济基本面
和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追捧，成为此轮
人民币走强的原因，人民币后期升值动能仍
然充分。

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追捧，成为此
轮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重要动能。

7月9日，A股实现连续7个交易日上
涨，两市成交额连续第六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元。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额达79.51亿元，
为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净买入。

“资本流入是近期驱动人民币汇率显著
走强的重要力量。”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外
汇首席分析师李刘阳对记者表示，股市上涨
会在国际收支和情绪两方面利好人民币汇
率。

“人民币升破7.0重要关口，在市场预
期之内。”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
兼环球市场业务主管吴英敏对记者表示，股
市涨和人民币升值，是人民币资产受到境外
投资者青睐的体现。

特别是中国债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境外投资者。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数据
显示，6月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骤增至321

亿美元，较5月份环比增加逾7倍，其中大
部分流向中国等高信用评级新兴市场债券。

中央结算公司最新发布的6月债券托
管量最新数据显示，当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
债券托管额达到21960.11亿元，较5月份
增加约830亿元。

人民币进入“6”时代后，市场对于人民
币的预期将如何演变？

兴业研究表示，人民币汇率升破重要关
口后，也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升值空间。一方
面，二季度以来，中资美元债市场6月份以
来发行放量，购汇偿债压力有所减轻；另一
方面，中资港股公司7月份分红高峰引发的
集中购汇需求已经部分释放。

国际收支因素也将成为人民币继续走
强的有力支撑。法国巴黎银行金融市场部
中国汇率及本地市场策略主管季天鹤对记
者表示，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望维持在低
位，而且货物贸易逆差最近也在不断扩大。
整体来看，各方面因素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影
响都比较积极。

季天鹤认为，在全球风险偏好提升和全
球央行不断宽松的背景下，境外资金仍将积
极流入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

“随着美债等传统金融资产吸引力的下
降，中国债券无论从收益率还是风险分散角
度而言，都将持续吸引境外投资者作为其资
产配置的一部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部联席总监张劲
秋对记者说。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6月CPI稳在2%平台

海外资金追捧中国资产

人民币强势重回6时代
我国成功发射亚太6D卫星

世贸组织新总干事提名结束

新华社华盛顿7月8日电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8
日提起联邦诉讼，以阻止美国政府实施针对留学生的签证新规。

这两所大学当天向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联邦地区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对美国政府日前发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实行临时限制令以及初步和永久禁令。诉状说，这项签证新规
违反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在没有提出任何正当理由、未经
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的情况下发布的。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在一封公开信中说，针对留学生
的签证新规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下达的，既残酷又鲁
莽。他认为，此举意在施压大学重启校园，而无视学生和教职员
工的健康和安全。

巴科表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将大力推进诉讼，确保
留学生能够继续学业，而不会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在推动各州重启经济的同时，不断呼
吁重开因疫情而关闭的校园。8日，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校园如
果不重启，可能被切断联邦经费。

美国两所大学提起联邦诉讼
以阻止美国政府实施留学生签证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