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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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国于2022年8月2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证号：430422195511
098314，声明作废。
●海南菁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和法人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文昌重兴津津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067767，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东顺百货店遗失一枚
公章，声明作废。
●辛治敏遗失琼海华悦实业有限
公司出具的购房认购书红联，编
号：0001425，声明作废。
●辛治敏遗失琼海华悦实业有限
公司出具的收据红联，金额为：5万
元，编号：HY0014160，声明作废。
●雷大燕遗失海南成美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颐养公社·阳光城
11栋3单元1305房的购房收据，
收据号码：0078109，收据金额：20
万元，声明作废。
●文昌重兴茗发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067747，声明作废。

公告
文昌金兴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胡霞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2〕第110

号），并定于2022年9月28日上午

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文汇集中办公区1

楼市仲裁院 118 室，联系电话：

0898-63382257）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23日

公告
海南侨园我家酒店公寓管理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林艳等6人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2〕
第84、85、86、87、88、89号），现已
作出裁决（文劳人仲裁字〔2022〕
第97、98、99、100、101、102号）。
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
文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文
汇集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院118
室，联系电话：0898-63382257）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23日

减资公告
亚联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RC8
GW1M）经公司股东决定，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减资注销

贰亿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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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中止公告
我局于2022年7月18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07版，位于万宁

市山根镇海榆东线西侧地段地块编号为万让2021-32号地块《万
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2022年8月16日
刊登在《海南日报》A06版《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
出让延期公告》，现因疫情防控静态管理要求，经报万宁市人民政
府批准，我局决定自2022年8月23日起中止编号为万让2021-32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我局将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的精神，
待疫情消除后恢复编号为万让2021-3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相关交易环节的时间节点依次顺延。敬请
关注我局的后续公告。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3日

受疫情影响，原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合服务大楼项目施工、监

理招标代理服务报名工作未顺利开展，我司现重新向社会公开、择

优选定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合服务大楼项目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

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

详情，以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2年8月

25日17:30，停止报名，逾期不受（若因疫情原因全市实行静态，报

名截止时间相应顺延）。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梁工 68617692

关于重新邀请参与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合
服务大楼项目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务的公告

就海口市观澜湖旅游园区M-01地块、海口市观澜湖

旅游园区M-03-2-1地块两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事宜，我局于2022年7月26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网挂

﹝2022﹞第036号、网挂﹝2022﹞第037号挂牌出让公告，因受

我市疫情影响，现中止该两宗地块挂牌出让活动，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3 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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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村级
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
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全文如下。

村级组织包括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组织和其他村级
经济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村民群众的
桥梁纽带，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减轻基
层负担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
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健全基层减负
常态化机制，规范村级组织承担的工作事务、
设立的工作机制、加挂的牌子、出具的证明事
项，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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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次全会精神，以增强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
组织体系整体效能为主线，以为村级组织和
村干部松绑减负为目标，以推动党政机构、群
团组织（以下简称党政群机构）工作思路和作
风务实转变为保障，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
成果，加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设，力争用两年
左右时间，基本实现村级组织承担的工作事
务权责明晰、设立的工作机制精简高效、加挂
的牌子简约明了、出具的证明依规便民，进一
步把村级组织和村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
解脱出来，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组织保证。

二、主要任务
（一）减轻村级组织工作事务负担
1.明确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根据《中国共

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等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
关章程的规定，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包括宣传贯
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国务
院以及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加强村党组
织及其领导的村级组织自身建设，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实行村民自
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维护村民群众合
法权益，开展村级社会治理，提供村级综合服
务等。县级党委和政府依法依规明确党政群
机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职责范围和
履职方式，依法依规明确党政群机构要求村级
组织协助或者委托村级组织开展工作事务的
制度依据、职责范围、运行流程。未经县级党
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党政群机构不得将自身权
责事项派交村级组织承担。不得将村级组织

作为行政执法、拆迁拆违、招商引资、安全生产
等事务的责任主体。

2.创新村级组织工作方式。建立健全村
级组织工作事务分流机制，分类办理政府基
本公共服务事项、村级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
事项，以及村民群众个人事项。探索以清单
等方式规范公共服务事项，强化村级组织兜
底服务、综合服务能力。对交由村级组织代
办的公共服务事项，由乡镇党委和政府提供
必要工作条件。对村民群众确有需要，但村
级组织难以承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事
项，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协调解决。将属于政
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村
级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
录，在征求村级组织意见基础上，由县乡级政
府依法购买服务。深化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
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分级应用，探索以县（市、
区、旗）为单位推进村级数据资源建设，逐步
实现村级组织工作数据综合采集、多方利用。

3.完善村级组织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以
解决实际问题、让村民群众满意为导向的村级
组织考核评价机制，坚决杜绝简单以设机制挂
牌子安排村级组织任务、以填报表格或者提供
材料调度村级组织工作、以“是否留痕”印证村
级组织实绩等问题。县级党委和政府应整合
各党政群机构要求村级组织填报的各类表格，
每年年初统一交由乡镇安排村级组织按规定
频次填报。未经县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党
政群机构不得要求村级组织填报表格、提供材
料。以县（市、区、旗）为单位，清理整合面向村
级组织的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不得简单以
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者录制视频等作为评价
村级组织是否落实工作的依据。

（二）精简村级工作机制和牌子
4.从严控制党政群机构设立村级工作机

制（含各类分支机构和中心、站、所等）。除党
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或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外，未经省级党委和政府同意，党政群机构不
得新设村级工作机制，不得要求专人专岗。按
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规范并整合党政群机
构设立的各类村级工作机制，统筹开展村级党
的建设、治理服务和群众工作。可由村党组
织、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委员会、村集体经济
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村基层群团组织承
担相应职责的，原则上不得在村级设立专门工
作机制或者要求专人专岗，承担相应职责的必
要工作条件由县级党委和政府统筹予以保
障。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或者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设立村级工作机制、专人专岗的，相应
的党政群机构应协调提供人员、经费等必要工
作条件，不得将保障责任转嫁给村级组织。

5.整合村级组织和工作机制办公场所。优
化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村级综合服
务设施布局。村级组织和工作机制原则上全部

在综合服务设施中办公。以村民群众为对象、
村级组织能够承接的公共服务事项，原则上全
部在综合服务设施中提供，实行“一站式”服务、

“一门式”办理。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
制定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合理划分综
合服务设施功能区域，统筹整合其他党政群活
动阵地；依托综合服务设施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综合利用服务凝聚群众、教育引导群
众的阵地资源。以县（市、区、旗）为单位推进村
级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建立综合性服务团队或
者设置综合性服务岗位，统一纳入村党群服务
中心管理，做到一站多能、一岗多责。

6.规范村级组织和工作机制挂牌。省级
党委和政府统一规定村级组织和工作机制挂
牌数量、名称和式样，党政群机构不得要求村
级组织对口挂牌。一般应在村级综合服务设
施外部显著位置悬挂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标牌和村党
群服务中心、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标识。村级
组织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内
部悬挂的标牌，一般在内部显著位置悬挂村级
综合服务机构标牌，在综合服务大厅设置集合
式服务功能指引标牌，在各功能区域入口悬挂
简明标牌。依托村务公开栏张贴并定期更新
有关信息，采取集中展陈形式展示村级组织获
得的各类表彰奖励和创建成果。

（三）改进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
7.压减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持续开

展“减证便民”行动，依法依规确定村级组织出
具证明事项。凡缺乏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
等依据的证明事项，党政群机构一律不得要求
村级组织出具。省级党委和政府在第一批《不
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基础上，梳理本行政区域内要求村级组织出具
的、虽有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文件依据但已经
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村级组织没有
能力核实的证明事项，适时分批按规定程序予
以取消。完善部门政务信息系统基层治理领
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鼓励党政群机构采
取网上核验、主动调查、告知承诺等方式，最大
限度减少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

8.规范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属于职
责范围内的事项，村级组织原则上应依法及时
据实出具证明。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
分类制定需由村级组织出具证明的具体式样、
办理程序和操作规范。做好规范村级组织出
具证明工作与各地区各部门证明事项清理工
作的衔接。省级层面未统一规范，但涉及村民
群众工作、学习、生活等仍需出具证明的，村级
组织可本着便利村民群众办事创业的原则，对
能够核实的事项据实出具相关证明。出具证
明涉及重大问题或者存在法律风险的，村级组
织要认真调查核实情况，广泛组织村民群众议
事协商，必要时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

讨论决定。列入《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出具证明事项清单》和省级不应出具证明事项
清单的，村级组织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虽列
入清单、但有关党政群机构确因形势变化需要
仍要求出具证明的，应及时向乡镇党委和政府
反映情况，乡镇党委和政府应联系有关党政群
机构协调处理。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
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全过程各方面。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重视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
子和证明事项，建立健全上下贯通、精准施策、
一抓到底的工作体系，分级建立工作台账，明
确时间进度和责任主体。省市级党委和政府
要加强工作指导，县乡级党委和政府及相关职
能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逐一规范针对村级组
织的工作事项。强化民政、组织、党委农村工
作部门牵头协调职能，抓好统筹指导、资源整
合和督促检查，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将规范村
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情况纳
入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考核和相关党政群机构考核评价内容。

（二）健全监管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分
级制定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
指导目录，建立健全准入制和动态调整制度，坚
决取消没有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没有经费保
障、没有实际效用、村民群众不认可的工作事务、
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负担
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大督促检查和跟踪落实力
度，及时纠正随意增加村级组织负担的行为，对
典型问题通报曝光。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依托
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等信息
化手段，开展线上即时监测。

（三）增强村级组织能动性。村级组织要
认真落实规范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
项有关要求，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对保留的工
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要加强与相关
党政群机构的工作衔接，进一步明确职责任
务，健全规范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要把减
轻工作负担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的动力，集中精力做好带领发展、推进治理、
为民服务等工作，以更加奋发的精神状态、更
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组织村民群众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农办要协调推
进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
事项工作，适时组织监督检查和跟踪评估，重
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
送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农办。规范城市
社区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相
关工作，参照本意见精神执行。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
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教育部22日公
布了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
问题的调查处理通报。

根据通报，教材插图主要存在三方面问
题。一是不美观向上，与立德树人根本要求存
在差距。整体画风不符合大众审美习惯，部分
插图人物形象比较丑陋，精神风貌不佳，没有恰
当体现出我国少年儿童阳光向上的形象。二是
不严肃规范，个别插图甚至存在错误。插图数
量过多，部分插图制作专业水准不高，个别插图

存在科学性、规范性问题。三是不细致准确，部
分插图容易引人误读。部分插图绘制粗糙，一
些线条绘制和元素选择不当，图片比例不协
调。同时也发现网上传播的一些问题插图并非
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有关部门已将其列
入全面排查整改。

通报指出，人教社作为教材编制单位，落
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全面、不彻底，对教材
插图的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插图作者遴选
制度不健全不规范，教材三审三校制度落实

不严格，内部纠错制度不完善，对读者意见不
重视，对插图存在的问题未认真排查、及时整
改。教育部教材局在组织专家开展教材审查
时，指导不足、监督不够，对教材问题排查整
改工作督促不到位。

通报指出，对有关单位及27名失职失责
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对插图作者、设计人
员作出相应处理，不再聘请吴勇、封面设计吕
旻、吕敬人及其工作室从事国家教材设计、插
图绘制等相关工作。

此外，按照教育部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
从5月下旬启动并于日前完成小学数学教材
插图重绘工作，将全力确保2022年9月新学
期课前到书。

教育部表示，针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
数学教材插图问题，教育部举一反三，部署对
全国中小学教材教辅和进入校园课外读物的
插图及内容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确保体现
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符合大众审美习惯。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调查处理结果公布

两部门：

紧盯四重点毫不松懈
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22日组织防汛抗旱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强调要紧盯北
方新一轮强降雨、部分河流超警超保、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
地区持续高温干旱和第9号台风来临这四个重点，加强防范
应对，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

据悉，今年7月至8月，长江流域出现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少降水，流域多地发生重度气象干旱且还将持续发展。据预
测，未来三天我国雨区仍然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山陕区间和华
北西部地区。今年第9号台风“马鞍”已于8月22日11时在菲律
宾东部海域生成，预计8月25日白天在广东沿海登陆。

第9号台风“马鞍”将影响华南地区，根据《国家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22日12时针对广东、
广西、海南、福建等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22日，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四川、重庆等地近期
较为严重的旱灾，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
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救助等救灾工作。

8月22日，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宽阔镇九龙村，党员
干部为村民送水。连日来，为降低旱情对农业生产和农村饮
水带来的影响，出现旱情的地区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群众生产
生活用水。 新华社发（黄云 摄）

全力抗旱

这是8月22日在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拍摄的山火现场
景象。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8月22日，在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一处茶园，党员志愿
者帮助茶农浇水抗旱。 新华社发（宁文武 摄）

重庆发生多处山火
目前正全力扑救暂无人员伤亡

据新华社重庆8月22日电（记者柯高阳 李松）记者从
重庆市委宣传部获悉，8月18日以来，重庆江津、大足、铜梁、
巴南等地因持续高温干旱先后发生多起山林火灾。当地迅速
组织力量扑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