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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贵州省毕节市亮

岩镇金华村长树田组23号

邵家友不慎遗失身份证，号

码：522401198211106218，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蔡幼明不慎遗失

福建鑫联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购买石狮金辉城

一期7号楼3405单元的收款

收据一张，号码：7000679，金

额：2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诚聘
司机1名，需搬货

13559360243

旺铺
幢楼出售

港塘前洋路5间半店
面6层2046平方米带
电梯出售，交通便捷。
13805917018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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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套红加收25%；

指定位置加收20%

●客户须带本人或单位

有效证件办理刊登事宜,
广告须刊前付款。

房 产 信 息

人才市场

分 类 广 告

遗失声明

（上接一版）

让校外托管
从此不再“脱管”
校外托管、培训机构的管

理，牵涉部门多，职责也不够清

晰。为化解这样的“尴尬”，石狮

市未成年人保护联盟成立后，市

检察院先是联合教育、公安、市

场监管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

全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工

作的意见》，明确校外托管机构

开办条件、办理程序及各部门监

督管理职责等常态治理内容，引

导托管机构合法合规办学。接

着，市检察院又督促联盟成员

单位成立校外托管、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对全

市324家校外托管、培训机构进

行全面排查。专项行动中，共

下发整改通知书112份，关停校

外托管、培训机构16家，约谈责

任人6名。

与此同时，市检察院还联合

教育、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建

立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机制，

对有安全隐患、无资质和有不良

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纳入黑名

单并向社会公布，为学生家长选

择依法合规的校外培训机构提

供指引。 （记者 郑秋玉）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23日，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对

3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党组织

的巡视反馈情况集中公布。

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

第五轮巡视对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中央政法委机关、中央网信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国务院参事室、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外文

出版发行事业局、人民日报社、求

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国日报

社、经济日报社、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气

象局、国家信访局、国家烟草专卖

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文物

局、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全监

察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

知识产权局、中国地质调查局、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出版集团

公司等3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

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2020年5月至7月，15个中央

巡视组在3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

位工作了2个月左右。中央巡视

组坚守政治巡视定位，紧扣党组

（党委）职能责任，把“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监督，重

点检查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巡视整改等情况。

巡视反馈会上，中央巡视组

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和国

家机关单位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态度更加积极，管党治党责任

意识整体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呈

现持续向上向好态势，各项工作

取得新的积极进展，特别是在今

年以来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中和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正常

运行方面，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调

遣，积极履职，扎实工作，成绩值得

肯定。同时，中央巡视组也指出了

一些问题：有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

深入，履行职能职责不够到位；有

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不够有力，传导责任和压力存在衰

减现象，部分领域和环节廉洁风险

防控不够到位，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不够有力；有的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存在薄弱环

节，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基层党建工作比较薄弱，对干部

日常管理监督不够严格；有的抓

问题整改持续用力不够，一些问

题整改实效性不强等。同时，巡

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

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

关方面处理。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有

关领导同志出席了巡视反馈会，

并对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强

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主

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认

真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能责

任，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压实全

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层层传

导压力，严格内部管理，加强对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廉洁风险防

控，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

下去；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

用制度，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加强

机关、基层党建；切实履行整改主

体责任，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

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

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把巡视

新发现的问题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检视的问题、上次

巡视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结合起

来，一体整改、集成整改，建立整

改长效机制。纪检监察机关和组

织部门要加强巡视整改日常监

督，把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全面从

严治党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对

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

国内视窗

我国成功发射
高分九号05星

据新华社酒泉8月23日电 8月23日10时27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05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多功能

试验卫星、天拓五号卫星。高分九号05星是一颗

光学遥感卫星，地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

级，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

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一

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

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反馈情况公布

环球博览

据新华社洛杉矶8月22日电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互联网公司

TikTok22日宣布，将就美国政府涉

及该公司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

行政令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TikTok当天发布声明说：“近

一年来，我们怀着真诚的态度，寻

求跟美国政府沟通，针对他们所

提出的顾虑提供解决方案。但美

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

律程序，甚至试图强行介入商业

公司谈判。为确保法治不被摒

弃，确保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

对待，我们将通过诉讼维护权

益。”

字节跳动证实，诉状将于当

地时间8月24日提交，针对的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签署的

行政令。

字节跳动表示，由于相关行

政令可能导致公司在9月15日后

无法向其1500多名美国员工发放

工资，公司正在制订预案，积极联

系海外银行和信投机构，寻找在

行政令生效情况下能够为美国员

工支付工资并维护他们其他合法

权益的可能性。

据美国媒体报道，除计划24

日提起的诉讼外，TikTok美国员

工也计划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诉

讼。将代表员工提起诉讼的互

联网政策律师迈克�戈德温表
示，特朗普签署的相关“禁令”属

于行政越权，会损害公司员工宪

法权利。

8月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称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

胁，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

人或实体与TikTok及其中国母公

司进行任何交易。目前，行政令

中“交易”涉及范围尚不明确，美

国商务部部长有权对此予以确

定。

8月14日，特朗普再签行政

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

TikTok在美国运营的所有权益，称

该行政令是基于美国外国投资委

员会的调查做出的。

TikTok美国总经理瓦妮莎�帕
帕斯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

前没有看到任何能够支持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证

据，她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

相关裁定感到失望。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8月20日表示，一段时期以来，美

方动辄以所谓“国家安全”“国家

紧急状态”为由，限制甚至禁止中

国企业在美国开展正常的投资经

营活动，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

企业施加交易禁令，毫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企业的正当

权益，严重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

则。敦促美方摒弃错误做法，停

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端打压，多做

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民

福祉的事情。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

科技周启动式23日在北京举办，

湖北武汉设分会场。本届全国

科技活动周将集中展示我国科

技战“疫”成果，并以线上科技展

等方式为公众提供体验、分享科

技创新成果的云端平台。

今年恰逢全国科技活动周

举办20周年，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活动内容与形式与

往年有很大不同。今年全国科

技活动周的主题为“科技战疫

创新强国”，活动将以科技战

“疫”为重点，展示科学技术对

战胜疫情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系

列成果。

同时，网络平台成为科普活

动主阵地。今年全国科技活动

周暨北京科技周首次推出“云展

厅 ”（http://scitechweekvr.people.

com.cn），借助VR、5G等技术，集

中展示我国科技战“疫”、创新成

就、科技惠民、脱贫攻坚等方面

内容，让公众足不出户也能身临

其境感受科技魅力。

据了解，未来一周，全国还

将开展包括“科学之夜”“科普援

藏”“科技列车怀化行”“科研机

构、大学向社会开放活动”“全国

科普讲解大赛”等10余项重大示

范活动。

自2001年首次举办以来，全

国科技活动周已连续举办19届，

成为公众参与度最高、覆盖面最

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科普品牌

活动。

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闭

幕式将于8月29日在湖北武汉

举行。

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拉开帷幕

8月23日，在长春中医药大学
内，小朋友在吉林省科技活动周现
场参观“人工智能机器狗”

据新华社长沙8月23日电 充电30秒可跑5

公里，行驶一趟可完成一架中型客机所有乘客的

转运……一款高能量型超级电容有轨电车8月22

日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

据中车株机公司城轨系统研发部经理聂文斌

介绍，这款将应用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捷运系统

的储能式有轨电车，采用3组6万法拉高能量型超

级电容供电。7模块编组（即7节车厢）时，最大载

客量500人，可在乘客上下车的30秒时间内完成充

电，并在平直道上运行5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

这款有轨电车还创新采用自动驾驶技术，可

满足机场全天候运行需求。同时，具有绿色环保、

设计人性化等优点。比如，超级电容装置可吸收

超过85%的制动能量，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整车

采用100%低地板设计，方便乘客携带行李通行。

TikTok正式宣布起诉特朗普政府
TikTok美国员工也计划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诉讼

据新华社新德里8月23日电
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23日突破

300万例。据印度卫生部数据显

示，截至23日上午8时，过去24小

时内新增确诊病例69239例，新增

死亡病例912例。确诊病例总数

和死亡病例总数分别攀升至

3044940例和56706例。

数据显示，印度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已连续多日保持全球第

一，远超美国和巴西。印度累计

确诊病例数从8月7日突破200万

例到23日突破300万例仅用时16

天，较上一个100万例所用的20

天再度缩短，疫情蔓延仍在持续

加快。

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22日

公布的数据，印度22日的新冠病毒

检测量突破100万人次，目前检测

总量已接近3500万人次。印度卫

生部长瓦尔丹23日表示，印度首款

新冠疫苗可能在今年年底上市。

印度多地展开的抗体检测发

现，越来越多的印度民众在未知

情况下感染新冠病毒，且比例不

断上升。印度首都新德里8月初

开展的第二轮抗体检测显示，1.5

万名受检者中有29.1%的人携带

抗体，表明他们曾感染过新冠病

毒并已康复，而第一轮检测时这

一数据为23.48%。这表明，疫情

在印度的传播范围在不断扩大、

传播速度在不断加快。

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印度经

济，失业人数急剧攀升，服务行业

迎来倒闭潮。印度政府当前亟须

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防疫和恢

复经济之间做好平衡。印度6月初

解除全国封锁后疫情不断恶化，各

邦政府不得不再次收紧地方防疫

限制措施。由于担心影响经济和

民生，印度中央政府22日专门发布

声明，称这种限制影响了各地货物

运输、人员流动及供应链的正常运

行，会导致经济活动和就业中断。

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地方政府必须

确保解封政策不受影响，保障人

员和货物自由流动。

单日新增近7万
印度新冠确诊病例突破300万

充电30秒能跑5公里
我国高能量型

超级电容有轨电车下线

香港与深圳间的
第七个陆路口岸26日启用
据新华社香港8月23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23

日表示，香港与深圳间的第七个陆路口岸——莲塘/
香园围口岸将于26日开始启用，口岸的开通将纾缓

陆路口岸的跨境货运交通压力。新口岸开通初

期，货运通关时间为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0时。

据悉，莲塘/香园围口岸的货检全部在地面处

理，口岸主要设有货车出入境检查亭、海关出入境

货物检查大楼、海关出入境车辆Ｘ光检查大楼、入

境事务处大楼等设施。香港—深圳两地旅检大楼

是相连建筑，以跨境行人桥连接。该旅检大楼的

设计方案是香港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在2010

年联合举办概念设计国际竞赛的优胜作品。

黄河大流量水头进入山东
全省54座浮桥全部拆除

据新华社济南8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山东

黄河河务局获悉，大流量水头已进入山东。23日

8时，山东省黄河干流高村水文站流量达4330立

方米每秒。为确保行洪畅通，全省黄河54座浮桥

已全部拆除。

受黄河上中游降雨影响，8月21日13时黄河

潼关站出现6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为1998

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已启动

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响应，控制小浪底

水库下泄流量4000立方米每秒，历时不少于6天。

英国8月综合PMI
升至7年最高水平

英国埃信华迈公司日前发
布的月度调查显示，英国8月综
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60.3，是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调查发现，英国经济重启是综合
PMI提高的主要原因。调查显
示，防控新冠疫情措施解封后消
费需求的释放是推动英国经济
复苏的主要动力。8月英国各行
业的新订单增长速度为2013年
以来最快。服务业PMI初值也
从上月的56.5迅速上升至60.1的
6年高位。分析认为，即便8月表
现良好，但根据其他国家的经
验，随着重新开放经济的最初提
振效应逐渐消退，8月英国综合
PMI可能是该指数的峰值。万神
殿宏观经济学研究公司英国首
席经济学家塞缪尔�图姆斯表
示，如果新订单没有足够的增
长，制造业的产出可能会在秋季
彻底下降。与此同时，各公司仍
在进行痛苦的裁员，因此仍然预
计英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将比疫情前水平低5%左右。

（新华）

芬兰湾海底发现一艘
保存完好17世纪沉船

芬兰一个非营利潜水员组
织8月21日发布消息说，他们最
近在芬兰湾海底发现一艘保存
完好的古代商船，研究人员初步
判定其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早
期。据介绍，潜水员在位于芬兰
的汉科半岛和爱沙尼亚的希乌
马岛之间水深85米处发现了这
艘沉船。除了桅杆和部分甲板
结构有轻微损伤，沉船船体几乎
完好无损。经研究确认，这艘沉
船所属时代约为17世纪早期，具
有诸多荷兰福禄特式帆船的特
征。它将为研究早期货运、船舶
类型发展等提供独特而极有价
值的依据。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