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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属省、市
重点工程，为保证省、市政府对项目的工期
要求，拟在G18JC 机场连接线下行 K3+
059 处增设临时开口。为了保障道路通行
安全，现对潮水立交B匝道（机场出口至
G228、S304方向）进行封闭，现公告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潮水立交B匝道
（机场出口至G228、S304方向）。

二、封闭施工时间：2020年7月13日
—2020年12月30日。

三、封闭施工期间绕行方式：去往
G228、S304方向车辆请直行至机场收费
站调头行驶。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与
支持。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道路封闭公告

遗 失 声 明

●张胜强的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

司股票收据遗失，单号No：1000510，

声明作废。

●烟台市渤海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8份，发票代

码 ：037001900105，发 票 号 码 ：

07452211至 07452218，发票联次第三

联，开票时间2020年6月24日至2020

年6月28日，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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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巩
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党建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村“两
委”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助推乡村振
兴，近日，蓬莱南王街道党工委举办一
系列党建活动，对70余名村“两委”主
职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切实提升农村基
层组织规范化建设。

南王街道党工委举办“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农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围绕
全面从严治党及案例分析、以产业振
兴促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和扶贫知识等方面，邀请了专业人
士为村“两委”干部授课。在开班动员
讲话中，街道党工委书记充分肯定了

各村“两委”班子履职尽责、推动农村
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的突出表现，同
时指出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鼓励大家把握机
遇、直面挑战，积极调整发展思路，顺
应形势、创新举措，有效解决农村工作
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农村这片
广阔大地上实现更大作为。课程从

“确立领导核心、严肃政治纪律、持续
推进反腐”三方面诠释了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净化社会
风气的内涵，以精辟的语言、生动的案
例阐述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
义。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震撼着每一名
学员；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
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和主要措
施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对新时代党中
央为什么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握哪些基本
点和基本要求以及要完成哪些任务，
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进行了系统讲
解，为学员答疑解惑；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
论述，准确把握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形势和新任务、严守纪律讲规矩、心
存敬畏守底线等方面授课，解读党的
六大纪律，深入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为全体学员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并就如何做好扶
贫工作中“两不愁三保障”进行了解
读，帮助参训人员更加精准地吃透把

握扶贫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明确
了目标任务。

集中授课结束后，培训班赴栖霞市
和招远市观摩学习农村党建相关工作，
采他山之石，谋南王发展之策。在栖霞
市亭口镇衣家村，参训人员沿着由衣家
村全体村民发挥“愚公精神”修起的环
山路，到山顶学习水肥一体化项目、“藏
香猪”集体经济项目。在栖霞市蛇窝泊
镇东院头村，学习了解2013年东院头
村党支部发起成立烟台格瑞特果品专
业合作社以来，专业经营、统一产销、促
进增收的好做法。在招远市金岭镇大
户陈家村，参训人员观摩学习了山岚苹
果和葡萄的规模种植模式，学习了“统
—分—统”发展模式和集体经济多元化

发展的新路子。在招远市张星镇地北
头王家村，参训人员观摩了党建融合发
展区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了解了其
探索实施党委实体化运行、党员联户网
格化管理和村集体经济区域化发展工
作，引领基层治理体系深层次变革，促
进公共服务、村集体经济和社会治理三
元融合提升，推动区域乡村联动振兴的
做法。

据了解，此次观摩学习为南王街道
党工委下步更好地解放思想、补齐短
板、发挥优势提供了思路和经验借鉴，
给想干事、能干事的村干部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体验课，观摩现场气氛热烈，参
训学员学习热情高涨，双方交流互动顺
畅。

7月3日上午，南王街道党工委召
开重点工作部署会议，党工委书记主
持会议，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宣读了南王街道2020年度基层党组
织考核办法和疫情防控表扬决定。此
次培训班紧紧围绕上级关于做好农村

“两委”主职干部培训的要求，通过集
中授课、学习观摩相结合的方式，为
参训学员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培训大餐，提高了参训学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各村“两委”成员纷纷表
示，通过这次培训进一步锤炼了党
性、理清了工作思路，下步将继续发
扬“勇于担当、埋头苦干”的精神，继
续为南王街道各项事业发展做出贡
献。 通讯员 南祯 姜凯

蓬莱南王街道：交上培训农村党员干部的满意答卷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日前，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针对部分行
业协会商会乱收费和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
题，从严监管、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面规
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做
到对违法违规收费“零容忍”，促进行业协会
商会健康有序发展。

《通知》要求，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
会违法违规收费。严禁强制入会和强制收

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
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
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
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督促行业
协会商会对违法违规收费情况进行自查自
纠，并组织开展抽查检查，确保整改到位。

《通知》提出，进一步提升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规范性和透明度。未按规定程序制定
或修改会费标准的，一律不得收取会费。对
具有一定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经营服务收费
项目，要通过放宽准入条件、引入多元化服
务主体等方式破除垄断，实现服务价格市场
化；暂时无法破除垄断的，应按合理合法、弥
补成本、略有盈余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并

经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以无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通过。加强对履行法定职责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项目的成本审核。针对部分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项目多、标准高、使用不
透明等突出问题，严格核定成本，合理制定
收费标准，防止过高收费。

《通知》强调，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源头治理，2020年底
前基本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改革，推动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严把行业协会商会登记入口关，探索完善行
业协会商会退出机制。进一步落实发展改
革、市场监管、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管
职责，形成监管合力。完善投诉举报机制，

畅通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投诉举报渠道，定
期曝光违法违规收费典型案例。引导行业
协会商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收费透明度，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支持行业协会商会更
好发挥作用，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行业自
律、服务市场主体，鼓励政府部门向行业协
会商会购买服务，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健康发
展。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
合实际和自身职责，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抓
紧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具体管理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民政
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和监督检
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严禁强制入会和强制收费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体制机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
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
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促进自
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提出，各级政府要根据改革确定

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按
规定合理安排预算，确保职责履行到位。要
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着力优
化支出结构，提高自然资源领域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
合理利用。要参照本方案要求，结合本省实
际，合理划分省以下自然资源领域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要将适宜由地方更高一级政府
承担的自然资源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
上移，避免基层政府承担过多支出责任。

《方案》明确，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自
然资源产权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制、生态保护修复、自然资源安全、自然资源

领域灾害防治等方面划分自然资源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对现行划
分较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事项予以改革
确认，对现行划分不尽合理、改革条件相对
成熟的事项进行调整。适当加强中央在中
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具有
重要意义的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的事权。

《方案》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
职责，密切协调配合，确保自然资源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
实到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新华社济南7月10日电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获悉，山东
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中涉及
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
全、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意识
形态安全等213项重大敏感
事项列入负面清单，清单之外
的其他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均
可由“两区”承接，最大程度赋
权“两区”，支持“两区”高标准
建设、高质量发展。

“两区”是指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前者涵盖济南、青岛、烟
台三个片区，后者则在青岛。

6 月 12 日，山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中国（山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下
放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其亮点在于创新放权模
式，将此前的正面放权单一
模式扩展为正面放权、负面
放权两种模式。

为尽可能赋予“两区”更
多自主发展、自主改革、自主
创新的省级行政权力，山东制
定《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不能行使
的省级行政权力事项清单》，

共包含213项事项，其中，行
政许可187项，行政确认6项，
其他行政权力22项。

7月8日，山东省政府发
布《关于向中国（山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下
放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
通知》，明确了做好负面清单
放权的相关要求。清单之外
的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由“两
区”根据工作需要、承接能力
和实施条件等情况分步分批
承接。

根据通知要求，山东省政
府办公厅、省商务厅要按照

“一次赋权、分批承接”的原
则，会同济南、青岛、烟台市政
府，组织“两区”结合实际形成
用权需求清单，7月底前与省
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对接，确定
首批承接的具体权力事项。

山东要求，省政府有关
部门要加强对下放权力事项
的指导和监督，对委托实施
的省级权力事项，与“两区”
签订委托书，将“两区”受委
托实施行政权力的内容予以
公告，监督“两区”实施行政
权力行为并对该行为的后果
承担法律责任；对直接下放
的省级行政权力事项，采取
多种方式进行监督管理，发
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山东：划定负面清单
最大程度向“两区”放权

玻利维亚临时总统阿涅斯7月9日在社
交媒体上说，她本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阿涅斯表示，她将自我隔离14天，并

“以线上方式继续工作”。据报道，近日，玻利
维亚政府内阁部长中已有4名部长和2名副
部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阿涅斯确诊后，
玻利维亚其他部长也宣布进行隔离。

截至当地时间8日晚，这个只有1100万
人口的国家累计确诊新冠病例 42984 例，累
计死亡1577例。

这是 2020 年 1 月 28 日在玻利维亚拉巴
斯拍摄的玻利维亚临时总统阿涅斯的资料照
片。 新华社

玻利维亚临时总统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新媒体专电 外
媒称，世界卫生组织(WHO)当地时间周二
承认，新冠病毒在空气中传播的“证据正在
浮现”，此前一群科学家呼吁WHO更新有
关新冠病毒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指南。

据路透社日内瓦7月7日报道，WHO
新冠疫情技术主管克尔克霍夫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我们一直在讨论将空气传播与
气溶胶传播作为新冠病毒传播方式之一的
可能性。”

WHO之前表示，新冠病毒主要是借感
染者口鼻喷出的微小飞沫进行传播，这些飞
沫会迅速落至地面。

但来自32个国家的239名科学家在当
地时间周一发行的《临床传染病》半月刊上，
发表了一封给WHO的公开信。信中概略
描述了他们发现的证据，即悬浮在空气中的
病毒微粒，也会让人感染新冠病毒。

由于这些呼出的更小颗粒可以在空气
中停留，科学家呼吁WHO更新有关新冠病
毒的防护指南。

世卫组织感染预防和控制技术负责人
阿莱格兰齐当地时间周二在日内瓦的记者
会上表示，有迹象显示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但并不确定。

世卫组织承认
新冠病毒或借空气传播

“证据正在浮现”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
日表示，中方对美方宣布就
涉疆问题对中方政府机构和
官员实施制裁的行径予以坚
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针对美
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
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有关
美国机构和个人采取对等措
施。如美方执意妄为，中方
必将坚决回击。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9日，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美方
将部分新疆当地官员列入制
裁名单。中方有何评论？赵
立坚说，美方上述行径严重
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
中美关系。中方对此予以坚

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针对美
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
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有关
美国机构和个人采取对等措
施。”

赵立坚表示，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没有权
力、没有资格横加干涉。中
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打击暴恐势力、分裂势力、宗
教极端势力的决心坚定不
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决心
坚定不移。“我们敦促美方立
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停止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
方利益的言行。如果美方执
意妄为，中方必将坚决回
击。”

如美方执意妄为干涉新疆事务

中方必将坚决回击

这是7月10日在法国巴黎
拍摄的修复中的巴黎圣母院。

法国新任文化部长罗斯利
娜·巴舍洛 9 日接受法国公共
电台采访时表示，在修复被大
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问题上已
有“广泛共识”，即塔尖部分要

“按原样”重建。巴舍洛说，塔
尖的重建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

“按原样”，至少也是遵循这个
思路。2019 年 4 月 15 日，圣母
院的屋顶和塔尖在大火中被烧
毁。 新华社

法国考虑将“按原样”重建
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塔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