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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4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
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体育法、黑土地
保护法、关于修改反垄断法的决定、关
于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决
定；决定免去陈小江的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潘岳为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主任，免去赵克志兼任的公安
部部长职务，任命王小洪为公安部部
长，免去张纪南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部长职务，任命周祖翼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部长，免去陆昊的自然资源
部部长职务，任命王广华为自然资源部
部长，任命倪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
长，免去孙绍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职务，任命裴金佳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
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114、
115、116、117、118号主席令。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58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2021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

准了2021年中央决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志民为全国人
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信春鹰
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免去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职务；任命王东峰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石泰峰为全国
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任命傅自应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咸辉为全国人大华
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邱水平为全
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任命彭清华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勇为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张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
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二十九讲专题讲座，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华侨
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
作了题为《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
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讲座。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栗战书主持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黑土地保护法、关于
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等，决定任命国家民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主要负责人

遗失声明
海南欣路达实业有限公司临高分
公司遗失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和负责人（苏志华）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香果乐园有限公司临高分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282000417及公章和负责人
（韩晓云）私章，声明作废。
●曾琼淑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号：200846002065，现声明作废。

● 甘 国 光（ 身 份 证 号 码 ：
360103195709280011）遗失美兰
区灵山棚改合同，现场编号：C17，
声明作废。
●儋州旗发商务旅馆遗失乘客电
梯产品合格，产品编号：FUJI1104
18- 023，电梯型号：TKJX800/
1.0- VFW，资 格 证 书 号 ：
TS2310133-2014，特此声明。
●海南海控龙马矿业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C4600002012117
130127959，声明作废。
●儋州市王五镇徐浦村委会徐浦
村五队村民小组公章与儋州市王
五镇徐浦村委会徐浦村第五村民
小组名称不符合，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英姿第一幼儿园
不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
记 证 书 副 本 ， 证 号 ：
52469003583921353C，现特此声
明。
●符丽菊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大田镇居便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11586号，
声明作废。

海口市云龙镇云龙产业园
110.76亩居住用地挂牌转让项目

补充公告
我所于2022年5月31日发布“海

口市云龙镇云龙产业园110.76亩

居住用地挂牌转让”项目公告。

现根据转让方来函要求，对原公告

内容做出补充，补充内容详见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本项目公告期截止日延长至

2022年7月7日17:00。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24日

●海南通畅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村助学协会遗失东
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基
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5742702，声明作废。
●儋州木棠陈玖林运输户遗失车
牌号琼F07118车的道路运输证副
本一本，证号：琼交运管儋州字
460400063627，声明作废。
● 邓 飞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800221142X）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内部土地承包合同
书一份，合同编号为神泉企（场、
司）内包字〔2021〕XS0935号，声
明作废。
● 邓 敏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8907151409）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内部土地承包合同
书一份，合同编号为神泉企（场、
司）内包字〔2021〕XS0937号，声
明作废。
●森林木国际贸易（海南）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屯昌南坤镇银河幼儿园（注册号：

469026600092148）拟向屯昌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幼儿园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226号
吴志月现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
补证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金花路四巷63-11号，四至为：
东至吴兴吉，南至巷道，西至琼山
区老干部宿舍、吴族泰，北至空地；
土地面积为132平方米。经调查，
该申请人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04〕
第00318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已登报挂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
证，上述土地证将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发
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
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补发上述宗地新的《不动
产权证》。特此通告。符俪馨65809392

铺面招租
本单位现有位于万宁市人民中路
新华书店临街铺面第一层与第三
层拟对外公开招租。铺面面积各
为350平方米。有意租赁者，可来
电本单位咨询相关情况。
联系方式：
王先生 联系电话：13138995162
杨先生 联系电话：13807655339
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万宁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铺面招租
本单位现有位于海甸岛新华书店
综合楼一层临街铺面，拟对外公开
招租。铺面面积为 203.74 平方
米，铺面靠近海甸岛四西路，人民
大道交叉路口。有意租赁者，可来
电本单位咨询相关情况，联系人：
章先生，联系电话：18976262921。

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减资公告
海南锦阔电子竞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原壹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壹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

●海南鑫泉山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68116240X7）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昌江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如意八乐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开具的物业服务费海南增
值税专用发票壹张（发票联与抵扣
联），发票代码：4600214130，发票
号码：00588460，金额：55502.93
元，特此声明。
●儋州市兰洋镇头竹村后仁组股
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N1460400MF8105944P）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远生渔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一 份 健 康 证 书 ，证 号 ：
222000001632987，声明作废。
● 吴 永 新（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3196908283619）遗失琼琼
海渔 01217 号渔船的渔业船舶
检 验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4690020180168，声明作废。
●杨和成遗失坐落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礼亭村委会礼亭五组农村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书 ，编 号 ：
469028200203050022J，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三亚合众同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拟定于2022年7月12日上
午9:00在我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
会，商讨公司注销事宜，请全体股
东按时参加，未出席股东，视为自
动放弃表决权。
三亚合众同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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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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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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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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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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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招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2022年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服务攻坚行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24日发布通知，部署于近日至
12月，对2022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35岁以下
失业青年集中开展服务攻坚行动。

提早衔接未就业毕业生实名信息，开放未就
业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线上线下求助渠道，允
许未就业毕业生在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地进行失
业登记或求职登记。

6月底前，地市及以上人社部门发出公开信
或服务公告，集中推介求助途径、招聘渠道、机构
目录、政策服务清单。

健全完善实名帮扶机制，摸清就业失业状态、
学历专业、求职意向、服务需求等信息，针对有就
业意愿、有创业意向、暂无就业意愿等不同情况，
分类提供就业服务。

高频举办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尽可能组
织线下招聘活动，未就业毕业生较为集中的地市
级以上城市，每周至少举办1次专业性招聘活动，
每月至少举办1次综合性招聘活动。

扩大毕业生就业创业一件事“打包办”范围，
分类推出基层就业、企业吸纳、自主创业、灵活就
业、培训见习等政策礼包。

协调推动公共部门岗位加快落地，加快推进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加快“三支一扶”等基层
服务项目招募，抓紧部署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
指导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落实部分教师资格“先
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政策。

组织实施困难毕业生就业结对帮扶，聚焦脱贫
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较长时间未
就业等有特殊困难的未就业毕业生，制定“一人一
策”帮扶计划，优先推荐岗位，优先落实政策，优先
组织培训见习，及时提供专业化职业指导服务。

持续强化毕业生就业权益保障，坚决查处黑
职介、假招聘、售卖简历和证书以及其他侵害求职
者人身财产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劳动就业
政策法规宣传，规范企业招聘行为，对无故解约、
就业歧视等行为及时纠正。

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职业观、成才
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多渠道就业
创业、建功立业。

通知明确九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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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制图/陈海冰

浦江潮涌，东方风来。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
到上海考察，为上海改革发展把舵
领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上海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创造新时
代发展新奇迹的征程上破浪前行。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
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
行者”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2015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上海要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2018年考察上海
时，总书记再次对上海提出殷切希
望：“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
的骨头，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
突破攻坚的作用，为全国改革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上海敢闯敢试、
先行先试，持续发挥“排头兵”的带
动作用。

穿过标志性的“海鸥门”，中国第
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出现在眼
前。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外高桥保税区考察，强调要“大胆闯、
大胆试、自主改”。2018年10月，自
贸区建设五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指
示：“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
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外高桥
综合服务大厅，当年长长的服务柜台，
已变成开放式工位，企业办事交流“零
距离”。“一个‘闯’、一个‘试’，让深水
区改革的方向豁然开朗。”浦东新区市
场监管局注册三科科长王连凤说，商
事登记改革不断推进，准入门槛越来
越低，注册效率越来越高。

上海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播撒的改革“良种”持续迎来好

收成：2021 年上海日均新设企业
1800余户，千人拥有企业数居全国首
位；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这里诞
生，并向全国复制推广。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不
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浦
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高
起点推进，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特
殊经济功能加速孕育，上交所科创板
和注册制效应不断放大，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不断走深走实……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开放举
措。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首届进博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时，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
出明确要求：“率先形成新发展格
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
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
高地”。

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
挥着龙头带动作用。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上海与苏浙皖共
拉长板、共享优势，推进实施两轮三
年行动计划，在科技创新联动、产业
链供应链协同、基础设施联通、生态
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积
极采取措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等跨域合作成果丰硕。

“把科技创新摆到更
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
脚’”

张江科学城，酷似“鹦鹉螺”的大

装置——上海光源 24 小时灯火通
明。这台“超级显微镜”已累计接待超
3万名用户，在多个基础科学研究领
域提供关键助力。

张江科学城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
中心的核心承载区。2014年 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

“上海要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
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科技创新寄
予厚望。2018年11月，面对张江科
学城的科技工作者，总书记语重心长
地说：“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
置，踢好‘临门一脚’”。2020年 11
月，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
上，总书记寄语浦东：“全力做强创新
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是总书记给
上海出的题目。”上海科创办执行副
主任彭崧说，“我们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国家实验室
建设。”

2021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
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1%；全球规
模最大、种类最全、功能最强的光子大
科学设施集群在张江加快建设；“蛟
龙”“天宫”“北斗”“墨子”等重要科技
进展，上海无一缺席；C919大型客机
取证和交付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CR929远程宽体客机研制工作扎实
开展……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上海高质
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2021年，上
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万家，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
规模达到 1.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

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
察过的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磁共振（MR）、分子影像设备（PET-
CT）等高端医疗设备一字排开。近
年来，企业突破一系列“卡脖子”技
术，推出了一批中国和世界首创性产
品，国产设备输出到美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

目前，上海科创中心形成基本
框架，并提出更远大的目标：到2025
年，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
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
策源地。

“继续探索，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
路子”

漫步上海杨浦滨江地带，绿道蜿
蜒，白鹭翩飞，曾经的“工业锈带”已变
身“生活秀带”。

2019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杨浦滨江考察时指出，“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
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
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近年来，上海先后贯通黄浦江45
公里滨江岸线、苏州河42公里公共岸
线，“一江一河”串珠成链为老百姓提
供高品质公共空间；从 2017 年到
2021年，上海的公园数量从217座增
加到532座。

杨浦区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
厂、发电厂，但作为老工业区，面貌旧、
底子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杨浦区加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2021年提前一年全面完成成片
二级以下旧里改造，今年还将通过城
市有机更新，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

宜居”跃升。近五年，上海中心城区累
计实施旧区改造308万平方米，涉及
15.4万户居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上海城市治
理提出要求：“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
理”“上海要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110接电数、公园客流、渣土车违
规情况……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
11月考察过的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
合管理中心，大屏上跳动着150多种
反映城市运行体征的数据。浦东城运
中心副主任陈炜炜说，数字背后反映
着民情民意，要通过智能化手段，及时
发现解决问题。

现代化的城市治理，还须汇聚民
智。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
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2019年11
月，总书记到上海长宁区古北市民中
心考察，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
过程的民主”。

当时在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长
宁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结合
本职工作，用朴实的话说出对总书记
要求的理解：“从加装电梯到为老服
务，要多听老百姓的意见。”

截至2021年底，上海25家基层
立法联系点参与了20件国家法律、64
件地方性规定的征求意见工作，530
多条立法建议被采纳。通过主动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多群众
建议转化为城市发展“金智库”、社区
治理“金点子”。

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牵引提升
城市智能化水平，搭建更多线上线下
民意“直通车”，持续为基层赋权、增
能、减负……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面临
的新课题，上海将持续绘好城市治理

“工笔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使命如山，初心如炬。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转化为生动实践，
上海必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记者
姜微 何欣荣 周琳）

通江达海向未来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上海篇

6月23日，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瑶族青年男
女在表演布努瑶传统节目——“笑酒”。

每年的农历五月二十至二十九期间，广西大
化瑶族自治县的瑶族群众都要欢聚一堂，举行射
弩、斗鸡、打陀螺等瑶族传统的民间文娱活动，欢
庆“祝著节”。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广西大化瑶族群众
欢庆“祝著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