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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8 日致电法国总统马

克龙，就马克龙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致以慰问，祝愿马克龙早日康复，

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法国
政府和法国人民抗击疫情表示坚定

支持。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中方愿

同法方一道，积极推进抗疫合作，为
全球早日战胜疫情作出贡献。

习近平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
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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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遵循法治轨
道，着力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进
一步规范和健全失信行为认定、记
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
复等机制，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迈入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好发挥社会信
用体系在支撑“放管服”改革和政府
职能转变、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意见》确定了完善失信约束制
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工作任
务。一是科学界定公共信用信息纳入
范围和程序。将特定行为信息纳入公
共信用信息，必须严格以法律、法规或
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并
实行目录制管理。行政机关认定失信
行为必须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为依
据，认定后应如实记录失信信息。二
是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公开范围和
程序。公共信用信息是否可共享及在
何种范围共享，是否可公开，应当根据
合法、必要原则确定。公共信用信息
公开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是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标准
和程序。设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领
域，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

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任何部门（单
位）不得擅自增加或扩展。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制度，
其名单认定标准应当以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形式
确定，暂不具备条件的可以部门规章
形式确定。具体认定要严格履行程
序。四是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对
失信主体采取减损权益或增加义务的
惩戒措施，必须基于具体的失信行为
事实，直接援引法律、法规或者党中
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并实行清
单制管理。根据失信行为的性质和严
重程度，采取轻重适度的惩戒措施，不
得随意增设惩戒措施或加重惩戒，确
保过惩相当。五是健全和完善信用修
复机制。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主动

自新的信用修复机制，除法律、法规和
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
可修复的失信信息外，失信主体按要
求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均
可申请信用修复。符合修复条件的，
要按规定及时将其移出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终止共享公开相关失信信
息，或者对相关失信信息进行标注、
屏蔽或删除。提高信用修复效率，加
强信用修复信息共享，切实解决“信
用修复难”问题。六是加强信息安全
和隐私保护。明确公共信用信息查
询使用权限和程序，严肃查处泄露、
篡改、毁损、窃取信用信息或利用信
用信息谋私等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收
集、买卖信用信息的违法行为。七是
着力加强信用法治建设。加快研究

推进社会信用方面法律法规的立法
进程，严格依法依规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意见》强调，要落实主体责任，
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
本行业信用监管主体责任，地方各级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要对本
区域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加强
规范指导。要强化追责问责，对违法
违规记录、共享、公开信用信息等行
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
任。要加强宣传解读，积极开展诚信
宣传教育，及时阐释和解读信用政
策。要把握时间节点，各地区、各部
门要及时规范完善已经出台的关于
失信行为的认定、记录、归集、共享、
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
杨雅雯）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讲好优秀退役
军人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激励和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12月 18日联合发布
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贵州安顺“兵支书”脱贫攻坚代
表队、安徽省庐江县退役军人抗洪抢
险突击一分队等2个先进集体和丁国

年等18名先进个人获得2020年度
“最美退役军人”荣誉。他们中有决
战脱贫攻坚的先进模范，有推进乡村
振兴的基层“带头人”，有驰援湖北的
抗疫先锋，有抗洪抢险、见义勇为的
英雄，有科研领域“领头雁”、科技兴
农传播者，有勇于开拓创新、主动回
馈社会的创业标兵，还有赤子丹心、
不辱使命的道德楷模。他们永葆本

色、攻坚克难，展现了退役军人奋勇
争先的风采；他们危难时刻敢于冲
锋、勇于奉献，彰显了“若有战、召必
回”的使命担当；他们的事迹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广大退役军
人建功新时代，汇聚起学习先进、争
当先进的强大正能量。

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举行，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互动访谈

等形式，讲述“最美退役军人”的先进
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负责同志和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
他们颁发证书。

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发布仪式
还特别设置致敬环节，邀请3位抗美
援朝老英雄来到现场，请他们讲述志

愿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雄故
事。“最美退役军人”先进典型向老英
雄致以崇高敬意，一致表示要传承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奋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
自2018年起已连续开展三届，每年选
树20个先进个人和集体，在全社会营
造了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
浓厚氛围。

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发布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记者
18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推动人才

“帽子”、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
性本质，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正确
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
干意见》，明令禁止“唯帽子”行为。

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介绍，人才
称号是在人才计划或项目实施过程中
给予人才的入选标识，不是给人才贴
上“永久牌”标签，也不是划分人才等
级的标准，获得者不享有学术特权。

意见强调，要完善人才称号退出
机制，对不能按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
履行岗位职责的，解约退出并不再提
供计划支持；对有违反师德师风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强制退出并撤销称号
及入选资格，实现人才计划能进能出。

针对高校人才招聘和引进中过
于看重人才称号的倾向，意见提出，
坚持人岗相适原则延揽人才，不将人
才称号作为硬性指标，不针对人才称

号获得者发布“明码标价”的招聘广
告。不将国（境）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作为人才招聘引进的限制性条件。
禁止采取“不要人事档案、不要流动
手续”或另建人事档案的违规做法招
揽和引进全职人才。人才成果严格
按照署名单位认定、不随人走。发达
地区不得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
价抢挖人才，特别是从中西部、东北
地区挖人才。

在人才激励方面，仅仅依靠“帽
子”定薪酬待遇，会导致人才争“帽子”、
拼“头衔”，无法潜心研究，安心育人，同
样也会影响一部分无“帽子”人才创新
创造的积极性。为此，意见要求，不将
人才称号与薪酬待遇等物质利益简单
挂钩。要统筹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
人才的收入分配水平，消除引进人才
和非引进人才、有称号人才和其他人
才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位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月球样品实验室主要由地外样品存储
室、地外样品制备室、地外样品处理与物性分析室等实验室组成，来自月
球的样品将在这里存储、解封以及处理分析。

图为月球样品实验室内景（4月22日摄）。
新华社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提供）

月球样品在这里解封

外交部：

愿继续同世卫组织加强合作
推进新冠病毒全球溯源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温馨 成欣）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日说，中国愿继续同世卫
组织加强合作，推进新冠病毒全球溯源工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世卫
组织官员1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持续同
中国联络讨论国际专家组及其访问地点等事宜。

“我们的理解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国欢迎国际
小组及其访问。以我们的观察，预计可以在一月
初成行。”中方可否证实？

汪文斌说，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着开放、透
明、负责任态度，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
世卫组织专家两次来华考察，中方专家同世卫组
织及国际专家组也举行了多次视频交流，积极分
享中国溯源成果和抗疫经验。世卫组织也向中方
提供了全球溯源研究进展。双方合作稳步推进，
并正就下步溯源合作及工作安排保持密切沟通。

他指出，溯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可能涉及
多国多地。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去年在世界多地多点暴发的报道。这也再次
说明，新冠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工作，必须本着非常
严谨的态度由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和研究。

“中国愿继续同世卫组织加强合作，推进全球
溯源工作。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和中国一样，秉持
积极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合作，为防范并更好应
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危机做好充分准
备。”他说。

12月18日，成都5条轨道交通线路——6号
线、8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17号线一期、18号线
三岔站（不含）至天府机场北站段集中开通初期运
营。至此，成都已开通13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营
总里程达558公里。

图为正在运行的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成都轨道交通5线齐开运营
总里程突破500公里

准噶尔盆地发现
千亿立方米大气藏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8日电 记者18日
从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获悉，准噶尔盆地南缘
中段、呼图壁县境内的风险探井呼探1井获得重
大突破，初步探明气藏规模超千亿立方米。

新疆油田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霍进介绍，准
噶尔盆地南缘中段勘探面积1.5万平方千米，其
中呼探1井勘探有利面积156平方千米，初步估
算气藏规模1090亿立方米；在7367至7382米井
段获高产工业油气流，可实现日产天然气61万立
方米，日产原油106.3立方米。目前新疆油田还
在此地区部署有乐探1、天湾1、天安1等3口风险
探井，均正在钻井。

“呼探1井的突破，是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天
然气勘探的重大发现。”霍进说，此次发现展现了当
地天然气勘探巨大潜力和盆地规模增储“油气并
进”的新格局，对提升新疆油田公司天然气保供能
力，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教育部要求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

明令禁止“唯帽子”行为

新
华
社
发

●王羽诗淇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二组团
18#203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9319169，金额:47558元，声明作
废。●于亚林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28#
401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24642，金额:113634 元，声明
作废。●齐玉霞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26#
503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25678，金额:79887.96元，声明
作废。

●石玉华的准予迁入证明因个人
原因损毁，无法复原，编号：琼准字
00774970，特此声明。●张艳君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
豫迁字第11330055号，声明作废。●海南省白沙县龙江联营木材厂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301000025，现声明作废。●刘拴照遗失三亚鹿回头旅游区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税费收据，地
址三亚市鹿岭路中央海景大道F
栋，房号 2202，票号 0006753，金
额：30541.15元，声明作废。●海南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600005038636846，声明作废。●靳梦鸽律师遗失海南省司法厅
颁布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4601201711976324，流水号为
11008994，声明作废。●昌江农友种养专业合作社遗失
公章一枚，（张天海）法人私章一
枚，特此声明。●蹇敦平遗失中南西海岸A区5
幢2单元3层303号房以房抵款协
议一份，甲方:儋州中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乙方:北京卓宝防水
有限公司，金额:242907元。现声
明作废。●符林桢遗失船名琼万渔40020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

公告
因项目建设需要，加茂镇界水村委
会芒株村祖引地块需要搬迁，请涉
及该地块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日之内与加茂镇政府联
系，尽快办理迁坟事宜。联系人：
张先生（18976165577）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加茂镇人民政府

(琼万)船登(权)(2020)HY-001093
号，声明作废。●符林桢遗失船名琼万渔40020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万)船
登(籍)(2020)HY-001093号，声明
作废。●符林桢遗失船名琼万渔40020
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书，编号:
4690060200626，声明作废。●邹若兮2020年12月8日在陕西
科技大学不慎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42120020224002X，特此证明
此身份证作废。●海南陵水快捷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265024389270 核 准 号 ：
J6410024594601，声明作废。●万宁市三更罗供销社不慎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
三更罗支行的开户许可证一张，核
准号：J6410000314501，声明作
废。●刘易霖不慎遗失翡翠花园椰风
家园 13 栋 801 房票据柒张号码
为：0007656、0010471、0009739、
0003476、 0001600、 0002370、
0010711，声明作废。●海南省鼎盛民生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海口鼎盛民生吾悦荣耀体验
店电信日戳一枚，号码为017，声
明作废。

系电话:0898-66523285），逾期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1年2月5日下午15时整在本
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19日

公告
海口互盈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周洲、郑义兴、郑
小祎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
仲案字〔2020〕第 588、589、590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
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海
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3月1日
下午15时整在本委仲裁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19日

减资公告
海南颐乐居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1MA5T3CGN1B，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

册资金38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双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由三仟万元人民币减为一
百万元人民币，债权债务不变。特
此公告。

海南双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8日

减资公告
海南鼎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由三仟万元人民币减为一
百万元人民币，债权债务不变。特
此公告。

海南鼎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8日

●燕卓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17#305
产 证 费 用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2311253，金额:48106元，声明作
废。●陈昌林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团C2#
203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9318435，金额:17481元，声明作
废。●郑晓琪、隋玉国遗失三亚凤凰水
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
团C3#1701产证费用收据一张，
编号:028837，金额:20311.52元，
声明作废。●梁鑫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3#201
产 证 费 用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731908，金额:74474.73 元，声明
作废。●董健堂（于2020年12月15日）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03199507114636，特 此 声
明。●海南鸿旭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钟平）私章一枚，声明作废。●吉林宋氏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1055894919997，声 明 作
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华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孟博：
本委受理申请人刘智勇与你公司
及第三人孟博的劳动争议案（海劳
人仲案字〔2020〕587号），现依法
向你公司及第三人孟博公告送达
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及第
三人孟博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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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供 求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募股
海南快乐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依公
司法募集三亿原始股，签股权对赌
协议，电话13907692978。

商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