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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卓有成效的陆基训练，日前又一批舰载机飞行员驾驶国产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进行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通过航母飞行资
质认证，实现了我国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由军地协作向海军部队自主培训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趋完善，是海
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上图为辽宁舰连续放飞歼-15舰载战斗机。 （新华）

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自主培养体系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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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三兴通讯店不慎

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8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 副 本 ， 注 册 号 ：

350581600791395，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三兴通讯店
2016年8月23日

遗失声明

招标公告
石狮市园林环卫管理处拟对石狮市布墟街靠镇中

路公厕改造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投标人必须具有合格

有效的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施工企业资格。

报名时间：2016年8月19日—2016年8月23日

联系地址：福建恒都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泉州

市丰泽区云谷工业区云晖路温泉精品公寓8楼）

联系人：小程 13506902951

石狮市园林环卫管理处

2016年8月23日

清
算
公
告

石狮市规划设计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代码：

12350581489522073N，因机构改革，拟注销，成立

石狮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清算组由颜文艺、蔡金郡、杨朝阳、吴霞蓉、陈

建勤、余水宝、林贵珍等人组成。请有关债权人于

见报之日起90日内到我院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邱静怡 电话：0595-88874391
地址：石狮市八七路曾坑国土综合楼三楼

石狮市规划设计院
2016年8月13日

兹有石狮市我家厨坊餐饮店

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6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 正 本 ， 注 册 号 ：

350581600767311，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我家厨坊餐饮店
2016年8月23日

遗失声明
兹有中海油销售福建有限公司

石狮永宁加油站不慎遗失石狮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9月1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81M0001KAQ7P，特此

声明作废。

中海油销售福建有限公司石狮

永宁加油站

2016年8月23日

遗失声明

兹有“福建省坚晟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

变更为“福建省银昌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现将刻有“福建省坚晟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作

废。特此声明

福建省银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3日

声

明

本人王火熊，注册登记的闽CG6365号小型普通客
车，该车辆因老化、自行拆解原因，车辆及其牌证已灭
失不存在。如该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该车辆牌
证，发生交通事故或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我本人
全部承担，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火熊 2016年8月23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七彩虹植绒印花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车

牌号为闽CG1318号的车辆为轻型厢式货车，该车辆因

自行拆解原因，车辆及其牌证已灭失不存在。如该车

辆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该车辆牌证，发生交通事故或

产生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公司全部承担，特此声明。

石狮市七彩虹植绒印花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3日

声

明

兹有“厦门荣楚贸易有

限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

变更为“石狮荣楚贸易有限

公司”，现将刻有“厦门荣楚

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作

废。特此声明

石狮荣楚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3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松茂花木园艺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6年7月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58173802157XU，特

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松茂花木园艺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3日

遗失声明

国内视窗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22日下午，福建

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消息，厦门市委常委、副市

长郑云峰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厦门副市长郑云峰
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记者从中央纪委

获悉，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

正接受组织调查。

天津副市长尹海林
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据新华社杭州8月22日电 22日上午，2016

年G20杭州峰会碳中和项目启动仪式在中国杭

州低碳科技馆举行。该项目将以植树造林的方

式，中和G20杭州峰会因交通、餐饮、住宿等所产

生的二氧化碳，实现零排放目标。该碳中和项目

的实施，将使杭州峰会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

G20峰会。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

间内从事生产、经营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或购

买碳信用的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实现“零碳”排放。碳中和作为一种新型环

保形式目前已成为国际大会和体育赛事所采用

的碳减排国际惯例。

G20杭州峰会
启动碳中和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在组织有关专家

对通过形式审查的29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进

行评审后，民政部22日公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

募捐信息平台的名单，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

“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等13家平台榜上有名。

今年9月1日起即将施行的慈善法规定，慈

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

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

募捐信息。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名单将于8月22日至28日进

行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拟定名单持

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书面形式向民政

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举报或反映。

13家平台入选首批
慈善组织网上募捐信息平台

国务院8大措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

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对今后一个

时期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方案》强调，要坚持全面系

统推进和抓住关键环节相结合、

解决当前问题与着眼长远发展相

结合、支持企业发展与实现优胜劣

汰相结合、降低外部成本与企业内

部挖潜相结合、降低企业成本与提

高供给质量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好

政府、市场和企业各自的作用，全

面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方案》明确，降成本工作要

努力使企业税费负担、融资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能源成本、物流

成本等得到合理和有效降低，人

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3年左

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

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产

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方案》从八个方面提出了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具体措

施：一是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包括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落实

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免征

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减免

一批政府性基金等。二是有效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包括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降低贷款中间环节费用，扩大长

期低成本资金规模，加大不良资

产处置力度，稳妥推进民营银行

设立等。三是着力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置中介

服务事项，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逐步实行全国统一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四是合

理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包括阶段

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比例，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费率，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等。五是进

一步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包

括加快推进能源领域改革，积极

开展电力直接交易，实施输配电

价改革试点，完善土地供应制度

等。六是较大幅度降低企业物流

成本，包括大力发展运输新业态，

合理确定公路运输收费标准，规

范公路收费管理，规范机场、铁

路、港口码头经营性收费项目

等。七是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

率，包括对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开

展投贷联动试点，鼓励企业通过

资产证券化、金融租赁方式盘活

存量资源，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

域保证金等。八是鼓励和引导企

业内部挖潜，开展技术、管理和营

销模式创新，推广应用先进技术，

加强目标成本管理等。

《方案》提出了推进体制机制

改革、推进创新活动、发挥“互联

网+”作用、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加强和改进管理、降低监管成

本、改善公共服务、优化产业布

局、分行业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配

套措施。《方案》指出，要加强组织

领导和工作协调，加强对落实情

况的督促检查，适时评估总结和

推广经验，建立和完善降低实体

经济企业成本的长效机制。

中介收钱联系黑客 83名考生成绩被“合格”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专

门寻找未通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的考生，承诺付款即可修改成绩，

收款后联系黑客，入侵网站改成绩

……近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首例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在赛罕区

人民法院宣判，9名被告人被分别

判处五年至一年零三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

2015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财

政厅工作人员发现，该厅网站计算

机系统被人恶意攻击，83名参加当

年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考生成绩

从“不合格”被篡改为“合格”。

法院审理查明，周某军、海某

华、王某宇等9名被告人从多家医

院的财务工作者和考试培训机构

的学生中，专门寻找未通过当年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考生，并承诺考

生支付一定费用后，为其修改成

绩，收费标准为每人 3000元至

11000元不等。

每当有考生支付费用后，与该

考生联系的被告人，就通过QQ联

系黑客，以技术手段非法入侵内蒙

古自治区财政厅网站，篡改计算机

系统中“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

服务网”保存的原始成绩数据，使得

本不该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的考生

取得了该证书。被告人张某华、杨

某丽、吕某姣等3人分别获利52000

元；被告人张某程、海某华、张某义、

孔某吉、王某宇、周某军等6人分别

获利89300元、44300元、15800元、

17300元、16300元和7000元。

湖南警察学院信息技术（网

监）系主任刘绪崇告诉记者，这一

类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典型，即

“中介型”。部分犯罪分子可能自

身并不具备攻击网络系统的技术，

但可以利用很少的钱，雇佣“黑

客”，再从中谋取利益。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华

等9人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

息系统中存储、处理的数据进行修

改，后果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近两年，通过入侵各类系统、

篡改信息，从而非法牟利的案件层

出不穷，在新疆、广东、山东等地，也

先后曝出篡改考生成绩、志愿的“黑

客式舞弊”案件。“黑”进网络系统修

改数据的犯罪缘何越来越猖獗？

——犯罪成本低。刘绪崇告

诉记者，这首先是因为犯罪成本很

低，可谓“一本万利”。记者在一些

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一些代写程

序、软件定制、程序代码开发的“虚

拟商品”，只需20元即可购买。

——安全漏洞多。在办案

中，公安部门发现，目前不少单位

的信息管理系统多是“建完就

上”，忽略了上线前的测试环节，

而且在安全风险规避上往往更注

重硬件，比如架设防火墙、入侵检

测系统等，但对软件的开发和检

测不太注重，留下不少安全漏洞，

亟待引起重视。

医生收回扣 国家免费筛查项目变“自费”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我

国规定新生儿要进行先天性甲状

腺功能低下和苯丙酮尿症两项足

跟血筛查，属于免费项目。记者调

查发现，在北京、辽宁等地部分公

立医院，一项收费近千元的新生儿

遗传代谢病自费足跟血筛查，“搭

车”国家免费项目，经“捆绑”推销

或“先斩后奏”，几乎成为新生儿家

长的“必选”，其背后隐藏着一条运

作多年的灰色利益链。

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许超（化

名）今年3月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迎

来了自己的新生儿。孩子出生第二

天，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拿着一个蓝

本找到许超核查信息，提出新生儿需

要做新生儿足跟血筛查，并告知“这

项检测总共50个检测项目，2项免

费，其余48项自费，一共880元。”

“白大褂说必须查，否则以后

孩子出了问题医院不管，而且这些

筛查对孩子有好处。”当得知同病房

其他5个新生儿都做了筛查后，许

超也同意做，但仍感到疑惑。“这笔

钱不能从住院押金里扣除，只能当

面交现金，对方给了我一张收据，采

血过程也不能家长陪同。”许超说。

据了解，许超的孩子被要求做

的筛查，是包含40余项遗传病筛

查的项目，在许多医院内部被称为

“第二代筛查”。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北京、辽

宁等地多家公立医院产科都通过

不同方式力推此类筛查。

在一家规模较大的育儿网站

上，全国多地家长关于足跟血筛查的

讨论帖有近万条。不少来自北京、辽

宁、黑龙江、河北、四川等地的家长均

表示给孩子做了自费筛查，价格从

400元至1000多元不等，大部分家长

对自费项目的必要性存疑。

知情人表示，自费足跟血筛查

的几十个项目中多为极其罕见疾

病，检测几乎都没有阳性反应，“就

算真的检测出有问题，也是难跟

踪、难治疗。”

一位曾从事足跟血筛查业务

的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在医院宣

传、诱导家长做足跟血筛查的“白

大褂”其实并不是医生或护士，而

是项目代理公司的驻院代表。

记者从部分家长提供的收据

看到，其抬头注明为“苏州珀金埃尔

默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记者查

询其官网显示，这家第三方检测机

构与全国400余家各级产前、新生儿

筛查中心及商业伙伴长期合作。

“检测成本每例只有80元至

120元，公司有足够的利润空间给

院方回扣。”知情人士透露，以2015

年为例，北京广大和悦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二代筛查”检测每单支付

给院方相关人员回扣200元左右。

“代理公司与院方达成合作意

向后，公司便派讲课人员给科室人

员介绍项目内容，并派专人与主

任、护士长等洽谈回扣金额，谈判

过程严格保密，回扣款项涉及人员

之间互不知情。”知情人称。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应亚珍表示，公立医

院跟市场公司合作，在产房捆绑销

售高价检测项目，明显是违反公立

医院宗旨的。北京市卫计委表示，

目前正在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发现

违规行为将严格查处。

台湾新闻快报

带给民众欢笑与惊奇的
新竹市“溜滑梯、热气球、青青
草原放暑假”活动，8月21日晚
在香山夕阳的映照下欢乐闭
幕，两天突破7万人次入场，即
使白天天气炎热，仍挡不住大
小朋友前来排队体验“离开地
球表面”的刺激感，还能溜到
北台湾最长的磨石子溜滑梯，
重温儿时回忆，真的超过
瘾。新竹市长表示，青青草原
已成为香山观光新亮点，新竹
市绝对是一个好吃又好玩、不
可错过的城市。

青青草原放暑假
好玩超过瘾

由花坛乡公所主办的
“2016年花坛乡花笋节系列活
动——茉莉花坛 玉笋清香”
活动，于8月21日下午在丽园
大饭店热闹展开。花坛位于
彰化八卦山脉旁，最有名的就
是竹笋、白柚及茉莉花。彰化
县长表示，借此活动推广当令
的在地农特产品，期许提高花
坛农特产品的知名度，以振兴
地方产业经济，促进消费，提
升农民收益。

提振花坛经济
花笋节美食吸客

为推广屏东市公共自行
车Pbike使用率及寻找屏东在
地星级美食与景点，屏东县举
办“疯骑Pbike——铁马寻骑”
活动，希望通过任务寻宝游戏
方式，邀请全民一起及推荐寻
找屏东在地的星级美食、人气
景点与城市秘境，勾绘出专属
屏东好吃、好玩的自行车观光
地图。

骑Pbike寻美景
画出屏东观光地图

新北市举办一场结合低
碳生活、清新音乐、好康优惠
的绿色生活亲子嘉年华，为了
推广环保婚礼，更安排别出心
裁、精美时尚的环保婚纱走
秀，为今年度的“环保婚礼新
人招募”展开序幕。

新北婚纱秀
为环保婚礼预热

（上接一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
提出，按照整体协调推进和鼓励试点先行相结合的原则，

支持福建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整合规范现有相关

试点示范，推动一些难度较大、确需先行探索的重点改革

任务在福建省先行先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福建省改革

“试验田”作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引领带动

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其战略定位为：国土空间科学开发的先导区，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先行区，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的示范区，绿色

发展评价导向的实践区。

主要目标是：经过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力争到2017

年，试验区建设初见成效，在部分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到2020年，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为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造出一批典型经验，在

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走在全

国前列。 （据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