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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9月 10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
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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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
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
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任
落实，加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支

撑，推动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
调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求，
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稳定当前生
猪生产，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
生猪生产扶持力度，规范禁养区
划定与管理，保障种猪、仔猪及生
猪产品有序调运，持续加强非洲
猪瘟防控，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完
善市场调控机制。要加快构建现
代养殖体系，大力发展标准化规

模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
（户）发展，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
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加大对生猪主产区支持力度。要
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动
物疫病防控能力，强化疫病检测
和动物检疫，加强基层动物防疫
队伍建设。要健全现代生猪流通
体系，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变
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冷链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
施保障。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

持。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提高
保险保额、扩大保险规模，并与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鼓励地方
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
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索将
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
机械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二是
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完善设施农
用地政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
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保障废弃
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三是强
化法治保障。加快修订动物防疫
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研究修订

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健全
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执
法监管力度，依法查处生猪养殖、
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
违法违规行为。
《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人
民政府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负总责，主要
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
大工作力度，抓好工作落实。各
省（区、市）要在今年年底前，将贯
彻落实情况报国务院。

8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8%

国家统计局9月10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8%，涨幅与上月相同。
构成 CPI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8月
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7.3%，影响CPI上涨约2.14个百
分点。其中，畜肉类价格同比上
涨 30.9%，影响 CPI上涨约 1.31
个 百 分 点（猪 肉 价 格 上 涨
46.7%，影响 CPI上涨约 1.08个
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24%，禽
肉类价格上涨9.6%，鸡蛋价格

（上接一版）对有严重不良
行为或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的青少年，市检察院推出“问题
少年”临界预防机制，通过举办
“青春成长法护航”法治教育
班，推出“八个一”法治教育套
餐，建立帮教工作档案，帮助
“问题少年”重回正轨。
此外，我市还建立了性侵未
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制度。市
检察院、公安局、妇联等单位，共
同在石狮市妇幼保健院设立未
成年人保护站，对遭受性侵害的
未成年被害人开展一次性询问、
一次性完成人身检查、证据提
取、心理辅导等工作，同时为造
成人身伤害、需流产引产、感染
性病需及时治疗的未成年被害人
提供医疗救助绿色通道，并减免
相关费用，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我市
特别针对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
的法制宣传，让普法有广度，有
深度。以“课堂”为中心，开展
“检察官、警官、志愿者进课堂”
活动。检察院班子成员分别担

任8所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组织
60名检察官、78名警官、185名
志愿者进入全市99所中小学、
幼儿园，走进每一间课堂，为学
生提供面对面的司法保护。
以“基地”为中心，开展实地
体验宣教活动。在石狮一中建
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设置
法治馆、交通馆、消防馆、禁毒
馆，并将法治教育基地纳入中小
学思想品德教育课程。在市检
察院建设“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展
示中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
绍联盟十条措施以及“四位一
体”未检工作模式和成效。
以“网络”为中心，开展网
络空间宣教活动。市检察院、
宣传部、教育局联合举办“8分
钟法治微课堂”作品创作大赛，
并将评选出来的 12部优秀作
品，投放到全市各中小学、幼儿
园进行反复展播。同时，开通
“网上家长学校”平台，让家长
与孩子共同学习法律知识，实
现法治教育到学校、到学生、到
家长。
（记者 郑秋玉）

信义豪园7
1
0
号楼交房（入伙）通知
尊敬的信义豪园7、8、9-1、9-2、10号楼业主：

位于石狮市永宁镇信义开发区的信义豪园7、8、9-1、9-2、10号楼将
于2019年9月22日-23日办理交房入伙手续。届时请您按通知的时间，
携带相关证件及资料到信义豪园3号楼一层交房中心办理房屋交付手
续。
详情请咨询信义豪园物业服务处，电话：0595-88826385
特此通知
福建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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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可手机自助处理

在机动车登记地，没有办法按照
现行的程序处理汽车租赁期间
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交通违
法。为此，公安部专门制定了
《汽车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控记
录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租赁车
辆交通违法处理机制。 （新华）

本村村民蔡炳辉，男,身份证地址：祥芝镇莲坂村三区
50号，系无房户，因申请宅基地，蔡炳辉特在石狮日报声明。
蔡炳辉声明如下：本人暂住地址为祥芝镇莲坂村三区
50号，该暂住地址系蔡忠习、蔡尾吉所有，属借住。本人在
石狮市及外地均无住房（无商品房，且无宅基地）。如有违
反“一户一宅”，本人自愿取消宅基地申请，并承担相应的经
济和法律责任。如对该声明事项有任何异议的，请在30日
内向所在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村委会将出具无
异议证明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宅基地申请手续。
投诉电话：12345或0595-88989526
石狮市祥芝镇莲坂村民委员会 2019年9月11日
本村村民蔡天曲，男,身份证地址：祥芝镇莲坂村一区
70号，系无房户，因申请宅基地，蔡天曲特在石狮日报声明。
蔡天曲声明如下：本人暂住地址为祥芝镇莲坂村一区
70号，该暂住地址系蔡忠贵所有，属借住。本人在石狮市及
外地均无住房（无商品房，且无宅基地）。如有违反“一户一
宅”，本人自愿取消宅基地申请，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
责任。如对该声明事项有任何异议的，请在30日内向所在
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村委会将出具无异议证明
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宅基地申请手续。
投诉电话：12345或0595-88989526
石狮市祥芝镇莲坂村民委员会 2019年9月11日
本村村民蔡忠跃，男,身份证地址：祥芝镇莲坂村五区
44号，系无房户，因申请宅基地，蔡忠跃特在石狮日报声明。
蔡忠跃声明如下：址于祥芝镇莲坂村五区44号的房屋
已经翻建为“公妈厅”，本人一家目前借住于祥芝镇莲坂村
二区176号，该暂住地址系蔡永庆所有，属借住。本人在石
狮市及外地均无住房（无商品房，且无宅基地）。如有违反
“一户一宅”，本人自愿取消宅基地申请，并承担相应的经济
和法律责任。如对该声明事项有任何异议的，请在30日内
向所在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村委会将出具无异
议证明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宅基地申请手续。
投诉电话：12345或0595-88989526
石狮市祥芝镇莲坂村民委员会 2019年9月11日
本村村民蔡文跃，男,身份证地址：祥芝镇莲坂村六区
22号，系无房户，因申请宅基地，蔡文跃特在石狮日报声明。
蔡文跃声明如下：本人暂住地址为祥芝镇莲坂村六区
22号，该暂住地址系蔡怀返所有，属借住。本人在石狮市及
外地均无住房（无商品房，且无宅基地）。如有违反“一户一
宅”，本人自愿取消宅基地申请，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
责任。如对该声明事项有任何异议的，请在30日内向所在
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村委会将出具无异议证明
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宅基地申请手续。
投诉电话：12345或0595-88989526
石狮市祥芝镇莲坂村民委员会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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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3.8%。此外，鲜菜价格下
降0.8%，为同比连续上涨18个
月后首次转降。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
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
分别上涨4.7%、2.3%和2.1%，衣
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分别上涨 1.6%、1%和 0.7%；交
通和通信价格下降2.3%。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下降0.8%，降幅比上月扩
大0.5个百分点。 （新华）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9月20
日起，租赁汽车承租人可以通过
“交管 12123”手机 APP网上查
询、自助处理租赁汽车交通违
法，免去两地奔波。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巡
视员刘宇鹏介绍，因为承租驾驶
人大多既不在违法行为地，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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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青铜峡市的黄河楼（2018年6月26
日无人机拍摄）。
宁夏位于中国西北部，既有江
南水乡的秀丽，又有北国风光的雄
浑，被誉为“塞上江南”。作为西北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它承担着维
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
使命。

塞上江南沙水依
宁夏被沙漠三面环绕，面临着
严峻的土地沙化和荒漠化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宁夏大规模
开展国土绿化和沙化、荒漠化、小
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天蓝、地
绿、水美的美丽新宁夏。昔日的漫
漫黄沙变成如今的绿树成阴、沙水
相依，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沙
漠化逆转的省区。

分类广告
“天下黄河富宁夏”。在黄河
水滋养下，贺兰山下风沙肆虐的荒
滩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绿洲。一批
批西海固移民走出大山，奔向小
康。
“高原绿岛”六盘山从苍凉走向
美丽，从贫困走向富裕。
9月 10日至 12日，北京世园
会举行“宁夏日”活动，迎接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
（新华）

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
者从国家文物局10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经与公安部门紧密
配合，在我驻日本使馆和有关部门
大力支持下，经过5个月紧锣密鼓
的追索工作，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已被成功追索回国。该
批青铜组器于8月23日深夜安全
抵京，将于近日与广大观众见面。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我国近年来
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文
物交易、实施跨国追索价值最高的
一批回归文物。
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
文物司副司长邓超介绍，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一组8件，包括1鼎、1簋、
1甗、1霝、2盨、2壶，品类丰富，保

存完整，从形制、铭文、纹饰、铸造
等方面均体现出典型的春秋早期
青铜器的时代风格。
研究表明，这批青铜组器为近
年自湖北随州春秋早期曾国高等
级贵族墓葬盗掘出土。8器均有铭
文，共 330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专家将它们整体鉴定为国家一
级文物。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禁止制作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0日就《网络
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
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信息内
容生产者禁止制作含有违反宪法
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损害国家荣
誉和利益的；散布虚假信息，扰乱
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散布淫
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
者教唆犯罪等内容的违法信息。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
作含有带有性暗示、性挑逗、性诱
惑的；展现血腥、惊悚等致人身心
不适的；宣扬炫富拜金、奢靡腐化
等生活方式的；过度炒作明星绯
闻、娱乐八卦的；使用夸张标题，内
容与标题严重不符等内容的不良
信息。
对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
征求意见稿提出应当切实履行网
络生态治理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
生态治理工作。网络信息内容服

务平台采用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
推送信息的，应建立健全人工干预
机制，建立用户自主选择机制。同
时，还应当在首页、账号页面、信息
内容页面等显著位置设置便捷投
诉举报入口。
征求意见稿还指出，对严重违
反规定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
内容使用者依法依规实施限制从
事网络信息服务、网上行为限制、
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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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陈兴梁不慎遗失石

旅游

全国百强旅行社

石狮假日国旅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山西运城关帝朝拜双飞三日
天天发团
研学、亲子、拓展、会议考察
国内游、出境游、各国签证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人才市场
招聘

小货车送货
15306087788

遗失声明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灵秀分公司开具的摩天城南
3#309-310商铺履约保证金
收据，号码：0028917，金额：
55351.74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陈兴梁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灵秀分公司开具的摩天城南
3#309-310商铺仓库保证金
收据，号码：003425，金额：
11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钟培文不慎遗失石
狮泰禾商业物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 7a#2F101-103小酒桌
休闲屋装修保证金收据，号
码 ：0016317，金 额 ：1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 有 王 金 聪
（350582195205180012）不慎
遗失由泉州世茂新领域置业
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0
日开具的 K1-3地块车位
502号 收 据 一 张 ，金 额 ：
8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 有 王 金 聪
（350582195205180012）不慎
遗失由泉州世茂新领域置业
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0
日开具的 K1-3地块车位
503号收据一张，金额：
8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房 产 超 市

综合

楼房急售

位于学府路新天地
广场邻学府路8间店
面出售，挑高6米，面
积2800平方米，手续
齐全。有意联系：
吴生：18959750397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套红加收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