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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天瑞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预售房屋许可证，证号：烟房预许字

2013第018号。特此声明挂失作废。

●烟台市鑫福泰大药房德尚世家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证号：

91370613MA3BYLD24H，声明作废。

●孙建章购买的烟台黄务实业有限

公司的通世新城朗郡小区49号楼1803

户的山东省烟台市房地产企业预收款收

据丢失，收据代码：237061491201，收据

号码：00062260，金额：166834元，开票

时间：2014年12月24日，声明作废。

●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客户潘

文涛购买东海岸·书香府第17#号楼1单

元 11层 1104号房壹套，身份证号码：

370686198508142214，客户丢失了编

号为：00085170、00085169号的收据贰

张，金额：￥530972.00元（大写：伍拾叁

万零玖佰柒拾贰元整）。声明以上收据

作废。如发生任何经济、法律纠纷与烟

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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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福建省教育厅公告
将追责高考考点提前打铃

新华社福州6月9日电 就网友广泛关
注的福州一高考考点提前打铃一事，福建
省教育厅9日凌晨公告表示，将依法依规
认真严肃处理。

据通报，6月7日上午，福建省福州市
仓山考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高考
语文学科考试提前2分 40秒打结束铃。
接报后，福建省教育厅即派员前往现场开

展调查，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及时封存考场
所有相关资料。

官方初步认定，这是因工作失误造成
的事件，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对于
事件给考生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省教育
厅责成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本着公正公平
原则，按照相关规定组织评估和处置，并将
在高考结束后拿出进一步处理意见。

住建部等部门要求
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网站6月8日消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15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
碳建设的意见》，要求严格落实县城绿色低
碳建设的有关要求：一是严守县城建设安
全底线。县城新建建筑应选择在安全、适
宜的地段进行建设。二是控制县城建设密
度和强度。县城建成区人口密度应控制在
每平方公里0.6万至1万人，县城建成区的
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应控制

在0.6至 0.8。三是限制县城民用建筑高
度。县城民用建筑高度要与消防救援能力
相匹配。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
以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应不低于70%。鼓
励新建多层住宅安装电梯。县城新建住宅
最高不超过18层。四是县城建设要与自
然环境相协调。县城建设应融入自然，顺
应原有地形地貌，不挖山，不填河湖，不破
坏原有的山水环境，保持山水脉络和自然
风貌。

大草原上新生活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看望的青海刚察藏族牧民家庭

刚察草原绿草如茵，沙柳河水流
淌入湖。藏族牧民索南才让家中，茶
几上摆着馓子、麻花和水果，炉子上
刚煮开的奶茶香气四溢……

6月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
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走进牧民索南
才让家中，看望慰问藏族群众。

地处青海湖北岸、刚察县城郊的
果洛藏贡麻村海拔约3300米，当地
多数牧民在此安置生活。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里，屋里屋
外仔细察看。他待人真是亲切，让我
们非常感动。”回忆起自己拿着照片
向总书记介绍生活变化的场景，身着
藏族盛装的索南才让满脸笑意。

一张照片上是索南才让家过去的
居住处：位于山脚下的一处土坯房，石
头垒起的围墙高低不平，破旧简陋。
另两张照片是索南才让家的草场和羊

群：输送清洁能源的高压线路凌空飞
架，草场上的羊儿膘肥体壮。

2014年底，索南才让家从17公
里外的草山沟搬出，告别游牧生活，
搬进定居新村。2015年底，索南才
让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过去生活很困难，山里进出不
便，妻子生病只能忍着，两个孩子都没
上过学，一直在家放牧。”索南才让回
忆说，由于没钱买牛羊，家里450亩草
场，只养了8头牛，生活过得紧巴巴。

利用产业扶贫资金和小额贷款，
索南才让逐步将养殖规模扩大到80
只羊、20头牛。去年全家仅牛羊养
殖、草原奖补、公益岗位等总收入就
超过10万元，家庭人均收入从2015
年的2100元，增长到2.1万元。

如今，索南才让一家住的砖混平
房内，铺着藏式地毯，各类家电俱全，
阳光洒满整个院落。

“藏族有句谚语：不下苦功夫，哪
有幸福来。”由于辛勤劳动，脱贫致
富，索南才让被评为2019年沙柳河
镇“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摆在
客厅格外显眼。“党的好政策，让我们
牧民生活像大草原一样，每天都有新
的变化。”

走进果洛藏贡麻村，家家户户都
用上了冲水式厕所，汽车都能开到院
门口。远处的绿色草原与600多栋
浅黄色牧民新居，构成了一幅绚丽画
卷。

村里小型足球场上，孩子们正在
奔跑嬉戏。村旁新建的“岗日梅朵旅
游度假村”内，错落排列着毡布帐篷，
另有20栋藏式“小木屋”，带给游客
草原牧歌式的休闲体验。

“现在村里发展起牛羊养殖、生
态旅游两大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去
年达到 36 万元，脱贫户人均收入

7678元。”果洛藏贡麻村党支部书记
索南才夫旦介绍，“总书记来到我们
村，让大家对美好生活更加充满信
心，坚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产业发展稳
定增收，游牧定居生活幸福。在高原
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中，青海省
累计有50多万名牧民像索南才让一
样，在县城或集镇定居；青海涉藏地
区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2万元，比2015年增长74%，
661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5.7万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

眼下，索南才让的外孙女东智布
措正在沙柳河镇寄宿制小学读一年
级。这个长大后想当一名教师的8岁
女孩，眼中满是憧憬：“我最想去北京
看天安门、看升国旗，去看看那些和
草原不一样的风景。”

新华社西宁6月9日电

体操中心要求
大众蹦床行业自查自纠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9日发布大众蹦床行业
安全“英雄帖”，号召各有关单位扎实开展
自查自纠工作。

根据《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关于开展全
国大众蹦床行业安全自查自纠工作的通
知》，为进一步落实大众蹦床行业安全生产
工作，防范安全责任事故，体育总局体操中
心号召各蹦床公园、蹦床俱乐部、蹦床器材
生产和设计企业、各级蹦床协会等单位，按
照要求自查自纠。

据悉，本次安全责任管理情况的重点
检查内容包括9个方面——

场馆内各项安全责任制的检查情况；
蹦床安全监督员、大众蹦床指导员（教练
员）持证上岗情况；安全教育培训实施情
况；安全检查及各类隐患排查整改情况；使
用合格的蹦床器材设备，具有国家符合资
质机构出具的设备检测报告及认证证书；
预防触电事故和预防火灾事故的重点检
查；应急预案情况检查；防疫抗疫工作情况
检查；场馆投保情况检查。

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
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中央巡视组原
副组长董宏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
日，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
被告人董宏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
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在起诉中提出指控：董宏利
用担任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
央巡视组副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项目开发、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
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撕掉美式“规则论”的画皮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政客

打着维护“多边主义”的幌子，反复鼓
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
这些所谓的“规则”究竟是什么规则，
他们主张的“国际秩序”究竟是什么
秩序，维护的“多边主义”究竟是什么
主义，美方言语间常常闪烁其词，遮
遮掩掩。

其实，人们只需将美方的言与行
相对照，美式“规则论”的荒谬不堪便
看得清清楚楚。

其谬之一，推崇霸权至上、美国例
外，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
方唯我独尊、破坏规则的斑斑劣迹不
胜枚举：在全球范围策动“颜色革命”，

长期在拉美、中东进行情报渗透、政权
颠覆，多次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导致
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至今动荡
难平，流离失所者难以计数。

其谬之二，对规则合则捧之，不合
则弃之，公然违背契约精神。一贯标
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但需要维
持霸权私利时，就滥用国家安全等各
种名义，不择手段打压围堵，甚至设置

“美国陷阱”，剥夺企业人士人身自
由。在伊核、应对气候变化、军控等问
题上，多次毁约“退群”，一意孤行。

其谬之三，奉行“双标”，混淆是
非，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美方长期
以“人权灯塔”自诩，但美国人民实则
远未“免于歧视和恐惧”，种族歧视痼
疾难除，数十万美国人在新冠疫情中
病亡，生命权和健康权遭到严重侵

害；对外，美方以“人权”为幌子，粗暴
干涉他国内政，包庇罪犯，为极端组
织“洗白”，翻云覆雨，煽动暴力。

其谬之四，大搞“有选择的多边
主义”，将多边主义圈子化、意识形态
化。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行所谓印太
战略，胁迫绑架盟友，炒作制造“战略
敌人”，不遗余力打造针对特定国家
的利益同盟，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
大安全隐患。

其谬之五，撒谎成性、欺骗成瘾，
毫无底线，令人不齿。将“洗衣粉”说
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资助
非政府组织“白头盔”摆拍视频以抹
黑叙利亚政府，使用假照片证明俄罗
斯违反军控条约，捏造假报告抹黑中
国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

由此观之，美式“规则论”的真面

目昭然若揭。其所谓的“规则”不是
追求公平合理的行为规范，而是旨在
维护美方一己私利的工具；其所谓的

“国际秩序”，不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的善意规划，而是利于美国掌控他国
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霸权；其所谓
的“多边主义”，不是推动全球各方团
结合作，而是唯美方马首是瞻的利益
圈子。一位美国学者日前公开指出：

“美国应该诚实地承认，自己就是认
可‘强权即公理’和‘赢者通吃’。”

认清美式“规则论”的荒谬，有利
于更加看清世界通往未来的正确道
路。国际秩序应以《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国
际社会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
的前途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驻华使节探访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党的初心始发地。6月6日至7
日，外交部组织31个国家的驻华使
节一行32人赴上海参访，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
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城市脉搏。

在短短一天半的行程中，驻华
使节们通过所见所闻试图解开百年
大党的成功密码，也对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赞叹。

探访中共一大纪念馆

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的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是
使节们行程中的关键一站。超3000
平方米的基本陈列展厅精选出612
件文物展品，分7个板块展现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和百年奋斗历程。

参观过程中，使节们对中共一
大召开时的历史场景格外关注。在
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塑像和名为
《星火》的巨幅人物油画前，他们纷
纷拿出手机合影留念，并在观看中

共一大三维实景还原影像后报以热
烈掌声。

“我深受感动，真是太棒了。”
贝宁驻华大使西蒙·阿多韦兰德这
样描述自己的观后感。“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者们除了思考如何解放中
国，还思考如何把中国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对此，黎巴嫩驻华大使米莉亚·
贾布尔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凝
聚力来自人民。”同时，她认为，中国
共产党有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远见
卓识。“正是这种凝聚力和远见使中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她说。

感悟浦东卅年巨变

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地。
30多年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浦东从一
片阡陌农田跃升为一座现代化新
城。在浦东展览馆，“在国家战略的
引领下”主题展让驻华使节们看到
了浦东的发展速度。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对反映浦

东烂泥渡路今昔之变的景观印象深
刻。从同一视角拍摄的一组照片
中，昔日狭窄破旧的里弄小巷已蜕
变为高楼林立、绿化繁茂的城市商
圈。

如今，浦东已成为国家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先导区，产业规模占上海全
市近50％。离开浦东展览馆，使节们
来到张江人工智能岛，体验人工智能
与家居、医疗、金融、制造等多场景融
合。

参观过程中，一款可进行多语
种应答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吸引使节
们纷纷驻足围观，并与其交流互
动。谢胜文表示，浦东建设创新产
业集群的做法值得借鉴，希望更多
中国科创企业前往南非约翰内斯堡
投资兴业。

聚焦城区治理之道

加装电梯、垃圾减量、在线问诊
等多项民心工程也吸引驻华使节的
目光。他们来到上海市长宁区北新

泾街道的新泾六村，体验智慧社区治
理。

小区为前来参访的驻华使节设
置了中国传统节庆习俗的体验环
节。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塞利姆·
贝洛尔塔亚说：“手工制作的香囊很
有艺术性，很高兴看到居民们能有
这样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社区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是全方位的，不
仅是经济层面，他们还实现了智慧
化生活。”

使节们还乘坐电瓶车游览杨浦
滨江。如今的杨浦滨江已从“工业
锈带”蝶变为“生活秀带”，同时也是

“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践。
在整个参访过程中，“祝贺”一

词是驻华使节们表达最多的话语。
委内瑞拉驻华大使菲利克斯·普拉
森西亚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
史的国家，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人民在下一个百年一定会取得更加
辉煌的成就。”

新华社上海6月9日电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试灯
6月8日，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内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始进

行灯光调试。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总面积约7.9万平方米，内设11个专题展览，即将于6月
16日正式开馆。图为无人机6月8日拍摄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夜景。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