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燃气指挥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辖区
一家快餐店做出罚款200元并限期整改
的行政处罚。

当天，市燃气指挥部对辖区内燃气
用户用气安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在检
查过程中发现辖区端瑞快餐店使用燃气
未按要求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六条第四款的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
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安装可燃气体
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因此，市
燃气指挥部依法对其做出罚款200元并
限期整改的行政处罚。

（陈睿旷 鞠秀峰）

端瑞快餐店
被限期整改并罚款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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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徐竹香不慎遇失烟台康城实业有
限公司于2011年5月10日开具的收据壹
张，收据户名：徐竹香，收款事由：房款(2-
2-1303)，收据号码：0060999，收据金
额：伍拾万零贰仟陆佰玖拾贰元整，特此
声明作废。

●徐竹香不慎遗失烟台康城实业有
限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开具的收据壹
张，收据户名:徐竹香，收款事由：房款(2-
2-1303)，收据号码：0022049，收据金
额：肆拾伍万伍仟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徐竹香不慎遗失烟台康城实业有
限公司于2012年8月15日开具的收据
壹张，收据户名：徐竹香，收款事由：契税
(2-2-1303)，收据号码：0063772，收据
金额：壹万肆仟叁佰陆拾伍元整，特此声
明作废。

●徐竹香不慎遗失烟台康城实业有
限公司于2012年8月15日开具的收据
壹张，收据户名：徐竹香，收款事由：印花
税(2-2-1303)，收据号码：0064265，收
据金额：肆佰柒拾玖元整，特此声明作
废。

●徐竹香不慎遗失烟台康城实业有
限公司于2012年8月15日开具的收据

壹张，收据户名：徐竹香，收款事由：公共
维 修 基 金 (2- 2- 1303)，收 据 号 码 ：
0063789，收据金额：壹万伍仟贰佰叁
拾伍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邓泽宇于2021年3月29日购买
的天安·山水龙城芝罘区通世南路18号
6号楼2单元1803号房，因本人保管不
善，将此套房屋首付款收据遗失。首付
款收据号5752035。特此声明该收据作
废，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纠纷与天安置
业有限公司无关。

●张可贺购买的晟城置业商品房买
卖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福 预 字 第
170514110019号，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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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11月30日电 中国第十艘
载人飞船在极端严寒的西北戈壁星夜奔赴
太空，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于11月30日
清晨入驻“天宫”，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相聚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开启中国空
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有两个航
天员乘组在“太空会师”，也是中国航天员
首次在空间站迎接神舟载人飞船来访。

11月29日23时08分，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室外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滴水成
冰。这是我国首次在夜间严寒条件下发射
载人飞船。

“5、4、3、2、1，点火！”倒计时的口令声
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准时点火起飞，奔
向正在400公里高空运行的中国空间站。
约10分钟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火箭
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发射任务全部完成。

2003年10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神
舟五号载人飞船，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
圆。我国迄今共有10艘载人飞船相继从
这里点火起飞，把16名中国航天员送入太
空。

11月30日5时42分，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船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前向端口，加上问天、梦天实验舱，神舟
十四号、天舟五号飞船，空间站由此形成

“三舱三船”组合体，达到当前设计的最大
构型，总重近百吨。

7时33分，翘盼已久的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热情欢迎远道
而来的亲密战友——费俊龙、邓清明、张陆
3名航天员入驻“天宫”。6名航天员太空

“胜利会师”的画面，就是一张载入中国航
天史册的太空合影照。

56岁的邓清明是我国首批航天员中最
后一位实现飞天梦的现役航天员，46岁的
张陆则是最晚圆梦太空的我国第二批航天
员。至此，我国招收的前两批现役航天员
全部实现了在轨飞行。

目前，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已完成了全
部基础科目和大部分专业技术科目的训练
内容，将陆续执行空间站任务。第四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也已全面启动，将选拔12至
14名预备航天员。

根据计划，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
次在轨交接，“新乘组先上去，老乘组再下
来”的轮换模式将成为常态，这也意味着中
国空间站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

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
项。30年来，工程从无到有，结下累累硕
果，空间站即将完成建设，还具备了开展载
人月球探测工程实施条件。但中国载人航
天探索的脚步不会只停留在近地轨道，一
定会飞得更稳更远。

两个航天员乘组首次“太空会师”
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

这是备受瞩目的历史时刻——
2022年11月30日清晨，经过约6.5小时

的飞行后，神舟十五号乘组顺利进驻“太空
之家”中国空间站，与早早守在“家门口”等
待他们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热情相拥。两
个航天员乘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标注我
国载人航天发展新的高度。

17年后再上太空的费俊龙、坚守24年
终于梦圆九天的邓清明、为首飞艰苦训练
12年的张陆，这一平均年龄最大、但飞行本
领一直保持“青春状态”的乘组，终于一飞冲
天，出征太空。

执着追梦，方能圆梦。此次“圆梦”乘组
执行的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
行任务，他们将见证“太空之家”正式建成的
圆梦时刻。个人对理想的拼搏坚守融入国

家逐梦苍穹的宏伟蓝图，铺展出中国载人航
天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从神舟一号一飞冲天到神舟五号让国
人圆梦太空，从首次出舱行走让五星红旗在
太空飘扬到空间站建造19个月11次发射的

“中国速度”……一个个历史性瞬间，书写着
中国航天奋起直追、勇攀高峰的不懈追求与
实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载人航天30年发
展的韧劲与实力。

航天梦的实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一
代代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全国数千家
单位、数十万科研人员大力协同、集智攻关，我
们最终突破和掌握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

星空浩瀚无比令人神往，探索永无止境
令人期待。空间站建成后，将转入为期 10

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航天员将长期
在轨驻留，开展更加深入的空间科学研究和
宇宙空间探索。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迈
入全球合作新时代，或将有不同国家的航天
员和科学项目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让
中国空间站的科学技术成果造福全人类。

梦想引领航向，征程未有穷期。新一代
载人飞船和新一代大推力火箭已在研制中，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将要实施，中国载人航天
事业正翻开新的篇章。我们相信，中国人探
索太空的脚步必将迈得更稳更远。

新华社酒泉11月30日电

胜利会师空间站 探索宇宙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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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太空合影的画面。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

进入轨道舱。完成各项准备后，11月30日7时33分，翘盼已久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入驻
“天宫”。随后，“胜利会师”的两个航天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合影。 新华社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一批事关你我
的新规开始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有了专
门立法保障，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规
范标准，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进一步压实
……法治，为美好生活助力。

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精准出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从人员链、信息链、
技术链、资金链等进行全链条治理，从前端
宣传预防、中端监测处置、后端惩治进行全
流程治理，强化部门监管主体责任，压实企
业责任，对电诈分子规定了有效预防惩处措
施，严厉打击各类涉诈黑灰产行为。

对前往涉诈严重地区且出境活动存在
重大涉诈嫌疑的，或者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
刑事处罚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可以
根据情况采取出境限制措施。

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划分为6级

《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及

测试大纲》（试行）自2022年12月15日起试
行。该规范将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划分为
6级，规定了测试的内容、范围、试卷构成和评
分标准等，适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五年级
及以上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测评或评估监测。

新修订的《汉字部首表》也将于2022年
12月15日起实施。在保持原有201个主部首
基础上，增补微调个别附形部首，并给出部分
常用部首名称和部首的信息处理国际编码。

压实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自2022
年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了从事药品网络销售的药品
经营企业主体资格和要求，并依法明确疫
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国家实
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

办法要求对处方药网络销售实行实名
制，并按规定进行处方审核调配；规定处方
药与非处方药应当区分展示，并明确在处方
药销售主页面、首页面不得直接公开展示包
装、标签等信息；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
说明书等信息，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

服务。

规范化妆品生产许可和监督检查工作

《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要点及
判定原则》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该原则明确了药监部门开展生产许可
现场核查、生产许可延续后现场核查、日常
监督检查的具体情形和相关判定原则。

对检查判定为“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
严重缺陷”的企业，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
门应当依据相关规定，采取责令暂停生产、
经营等紧急控制措施，及时控制产品风险。
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并向负
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提交整改报告。

对检查判定为“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
严重缺陷”的企业，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
门应当根据相关规定立案调查。

完善商标代理行业治理监管

《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自2022年12
月1日起施行，针对商标代理行业准入门槛
低、机构过多过滥、经营管理不规范、服务水

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细化监管规定。
规定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建立健全业务

管理制度和业务档案制度，加强从业人员职
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商标代理机构从
事商标代理业务不得采取欺诈、诱骗等不正
当手段，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和他人合法权益。

加强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

新版《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针对非法托运危险货物问题，规定建立
了托运人在危险货物确定品类、防护措施、
专门办理站点、提交证明材料、运单填报、应
急联系等方面制度；针对违规承运危险货物
问题，规定建立了安全查验、违规托运告知、
签订安全协议等制度。

对包装、数量、危险物质含量等符合要
求的危险货物，如含锂电池的消费类电子产
品、含碘小于50%的碘酒、医药用的四氯乙
烯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不作为危险
货物运输。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2月，一批事关你我的新规开始施行

严厉打击各类涉诈黑灰产行为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参考消息》11月30日登载塔
斯社报道《欧盟从俄进口液化
天然气创纪录》。文章摘要如
下：

欧洲国家今年1月至10
月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总
量较2021年同期增长4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2022年前10个月，俄罗斯对
欧洲国家的液化天然气供应
量达到创纪录的178亿立方
米。

据该报计算，俄液化天然
气占到报告期内欧洲国家海
运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16%。

俄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买家是
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和法
国。此外，今年以来，欧洲还
通过天然气管道接收了621
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表明
还没有准备好完全放弃俄罗
斯天然气。

《金融时报》称，去年欧洲
共进口1550亿立方米俄罗斯
天然气（包括液化天然气）。

目前过境乌克兰的天然
气管道是俄罗斯向西欧和中
欧国家供应天然气的唯一管
线。此外，俄罗斯通过其他管
道向土耳其、南欧和东南欧国
家供应天然气。

欧盟从俄进口
液化天然气创纪录

总量较2021年同期增长42%

新华社喀布尔11月30日
电 阿富汗官员11月30日说，
阿北部萨曼甘省一所宗教学
校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
少15人死亡、22人受伤。

萨曼甘省一名官员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爆炸发生在萨曼甘省首府艾
巴克市一所宗教学校内。

另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

报道，这所宗教学校内发生的
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27
人受伤。

目前，尚无个人或组织声
称制造了爆炸事件。

近两个月，阿富汗各地爆
炸事件频发。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声称制造了数起以学
校、清真寺和公交车为目标的
爆炸事件。

阿富汗一宗教学校
发生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15人死亡、22人受伤

11月 30日，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
行2022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
发布会，包括侵华日军《阵中
日志》、荣第1644部队照片等
在内的共计453件（套）重要
文物史料入藏纪念馆。

经专家鉴定认为，2022
年新征集文物史料包括照片、
士兵日志、实物等种类，进一
步确证了侵华日军暴行，拓宽
了研究领域，深化了对日本军
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具有
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友人
大东仁先生今年再次于日本
搜集了51件（套）珍贵文物史
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
的《阵中日志》、侵华日军第九
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
一中队《阵中日志》、侵华日军
荣第 1644 部队相关照片、

“‘南京陷落’儿童教育戏剧卡
片”等。

“此次征集到荣第 1644
部队照片共有60余张，填补了
史料空白，并与1998年在南京

发现的细菌试验受害者头颅
等证物相互印证，有助于进一
步深化和细化细菌战研究。”南
京医科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
史研究学者孟国祥介绍，在南
京的荣第1644部队和731部
队同样臭名昭著，但由于这些
细菌试验都是极隐秘的，后期
日军又将相关资料销毁，因此
荣第1644部队的实物资料极
少，照片就更为少见。

纪念馆文物部门负责人
艾德林介绍，此次新征集到的
侵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
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的《阵中
日志》，与去年纪念馆征集到
的一套《阵中日志》为同一部
队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点作
战的档案记录，更全面地揭示
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事实。

从20世纪80年代建馆以
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共收藏国家珍贵
文物1216套6318件，其中一
级文物166套384件，藏品来
源包括出土挖掘、民间征集、
社会捐赠等。据新华社电

新增453件（套）重要文物史料

南京大屠杀再添新证

11月29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北部的拜特乌迈尔，
人们在被以色列军队打死的巴勒斯坦人的葬礼上哭泣。

以色列军队29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和希伯伦同
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3名巴勒斯坦人在两地冲突中被以军开
枪打死。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
电 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1990 年至 2021 年期间，
美国约有111万人死于枪击；
2021年有近4.9万人死于枪
击，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1981年开始统计因伤死亡
数据以来最高纪录。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参与
编纂的这份报告，登载于29
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
网络开放》上。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援引该报告报道，1990

年以来，死于枪击的人将近
86%为男性。在此期间，20岁
至24岁非洲裔和拉美裔男性
当中，每 10 万人中分别有
141.8人和22.8人遭枪杀，分
别是30岁至34岁白人男性遭
枪杀比例的22.5倍和3.6倍。
在白人群体中，30岁至34岁
男性遭枪杀的比例最高。

研究人员希望这份报告
有助相关部门了解易受枪械
伤害的高风险人群，从而采取
措施减少相关伤害。

美国30多年里
逾百万人遭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