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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杨建兴有石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于石

狮市锦尚镇卢厝八区26号，东至空地，西至杨式忠，南至杨

式然，北至杨宏程，面积：160m2。经核实该地块系杨建兴所

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任何有效批

准用地手续，现申请人杨建兴提出申请对该块（新界）进行安

置建设，如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15天内向我村委会提

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

（就地、移位）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

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锦尚镇卢厝村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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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李国樑有石结构房屋一座，地址位于石狮市

永宁镇子英子芳区54号，东至枌榆庙，西至护龙柱祖厅，南

至空地，北至李清涵，建筑面积77㎡。经核实该房屋系李国
樑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尚未取得任何批

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李国樑申请对该房屋进行翻建。如

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15天内向子英村委会提出，逾期

提出视为无效，且子英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给予办理翻建手

续，声明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永宁镇子英村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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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国道228线祥芝外线专项整治工程

工程地点：国道228线祥芝外线

工程概况：国道228线祥芝外线专项整治工程起点

位于石狮市祥芝镇古浮村附近，终点位于石狮市祥芝

镇东埔村附近，此次专项工程主要对沿线破损人行道、

路缘石、路面标线模糊及水泥砼路面病害进行整治处

理。本次整治范围为K5008+360～K5015+000段，设计

路线长度6.64公里。

建设时间：2020年11月6日至2020年12月1日

注意事项：施工期间，请市民尽量绕道通行，由此

给周边民众带来诸多不便敬请给予支持、配合和谅解。

联系地址：子芳路512号城投集团3楼

联系电话：0595-68870803

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椿烽建设有限公司
二0二0年十一月五日

施工公告

分 类 广 告

●兹有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张燕瑜不慎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035050380002016004
903，特此声明作废。

福建椰子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招商

品牌：椰子、椰子YEZI、
兵马俑、COCONUT

企业官网：
http://www.yezi.fj.cn/
25类品牌鞋服招商

联系电话/微信：15160219383

遗失声明

国内视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中央依
法治国办获悉，中央依法治国办对全国八个省区

市启动实地督察，重点聚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

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这八个省区市分别为内蒙古、黑龙江、上海、

江苏、山东、广西、海南、青海。督察组成员来自

中央依法治国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组

部等二十多个责任单位，同时还邀请律师、媒体

记者参与督察，增强监督力度。

中央依法治国办
对八省区市启动法治督察

@所有人，规划《建议》里的民生礼包请收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3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有哪些事关孩子、房子、钱袋

子的举措？我们帮你拎干货，这

份未来5年及15年的民生礼包请

收好。

【“钱袋子”更鼓】健全工
资合理增长机制

《建议》明确提出目标，今后

五年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

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

明显改善”。

具体举措包括：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

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

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王程表

示，中央一系列部署安排，将打开

提高收入的“正门”，堵住“偏门”，

保障劳动者合理的待遇和应有的

尊严；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实

现社会公平。

【“饭碗”更稳更好】就业
扩容量、提质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建议》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提出扩大就

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

就业，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

《建议》还提出，加快提升劳

动者技能素质，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无论你是谁，只要

怀揣梦想、愿意提升，未来都有机

会掌握一技之长，敲开就业之门。

【重申“房住不炒”】保障
性和租赁住房增加供给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建议》再次重申这一定位，

透出重要信息：“房住不炒”不只

是短期调控原则，而且还将成为

中长期必须坚持的政策导向。

“房住不炒”，但还是买不起

房怎么办？

《建议》给出了“有效增加保

障性住房供给”“探索支持利用集

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

房，完善长租房政策”等一系列举

措。实现“居者有其屋”，或许未

来不再遥远。

【你的假期你做主】落实
带薪休假制度

不久前的国庆、中秋双节重

叠，全国人民享受了一个超长假

期。然而集中出行导致景点人满

为患，引发人们广泛吐槽。想“带

薪休假+错峰出行”，在不少企事

业单位又很难实现。

能否实现“你的假期你做

主”？

《建议》专门提出，完善节假

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按

照这一要求，根据劳动法和《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等已有的规定，

未来你的休假权或将得以保障。

【“一老一小”管起来】发
展普惠性托育、养老服务

针对“养娃贵”“入园难”等问

题，《建议》紧扣百姓关切，提出增

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将

切实保障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

针对养老难题，《建议》提出，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

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等，为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提供有力支撑。

【社保更“惠”】健全灵活
就业人员社保制度

“我只跟第三方公司签了份

协议，没有工伤保险和职工养老

保险，受伤了老了病了怎么办？”

外卖骑手李强，在北京的大街小

巷奔忙时总有些后怕。

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

及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就业形

态在内的灵活就业，从业人员高

达2亿人，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建议》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

人员社保制度”，顺应了人们的期

待，给外卖骑手李强等灵活就业

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建议》还要求，推进社保转

移接续，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落实异地就医结算等，这些

举措将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之

网，给人们提供更快捷便利的服

务。

【病有所医】加快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

一边是大医院车水马龙、人

满为患，专家号一“号”难求，一边

是大量基层医疗资源闲置浪费、

门庭冷落。

针对这一矛盾，《建议》提出，

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

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广

远程医疗等。

按照这些举措，优质医疗资

源供给不足、分布不均问题将有

望缓解，同时帮助患者减少跨区

就医，降低医疗负担。

社会广角

据新华社重庆11月4日
电 记者从4日在重庆举行的

2020年度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

集中宣讲上获悉，我国商标注

册周期目前需要8至9个月，与

2016年的13至14个月相比缩

短了5个月，商标注册便利程

度持续提升。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持

续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

目前，我国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

期已缩短至4个月零10天，今年

年底前将缩短至4个月以内。

我国商标注册周期
大幅缩短

（上接一版）第二，促进外贸创新发展。中国将
继续通过进博会等开放平台，支持各国企业拓展中

国商机。中国将挖掘外贸增长潜力，为推动国际贸

易增长、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将推动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

能。中国将压缩《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

录》，为技术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在疫情后出台的

各项纾困惠企政策，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

仁。今年，中国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进

一步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国将继续完

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

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以优质服务营造更好环境。

第四，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中国愿同更

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尽快签署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

日韩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加强同世界高标准

自贸区交流互鉴。中国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

改革，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

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中国将同相关国家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最后指出，中国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

汉”。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坚

定信心、增强勇气、共克时艰。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携手创造

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吴谦4日就美售台武器答记者问。他表示，以台

制华、以武拒统最终只会是螳臂当车、死路一条。

吴谦说，美方对台售武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危害中国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严重挑战中方核心利益，严

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吴谦表示，我们要求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

器的严重危害性，立即取消任何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慎重妥善处理涉

台问题，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

定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国防部回应
美售台无人机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盲

盒、卡通公仔、机器人、环形大屏

幕、社交媒体留影窗……即将召

开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服务贸易展区很特别。为了让观

众更好地了解相关服务产品、更

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参展商们使

出了“十八般武艺”。

尽管还没有正式开展，美国

UPS公司展台已吸引不少先期探

馆记者、志愿者的眼球。这家企

业推出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盲盒贩

售机，盲盒中有吉祥物钥匙环等

纪念品，让不少人纷纷驻足体验。

在展厅的另一端，普洛斯公

司的展台也在紧锣密鼓地布置。

为了让观众了解企业的金融服

务，公司设置互动体验区。观众

可以选择不同的卡通经营场景，

使用自己的头像拍照并打印留

念。而这些场景，正是来自普洛

斯提供金融科技服务的行业。

正在普洛斯公司展台布展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希望通

过独特的互动设计，在本届进博

会上“留下点什么”。

总部设在香港的冯氏集团展

台面积很大，不仅摆出了移动机

器人、机器手臂等高科技展品，更

有贴满整整一面墙的卡通公仔，

从远处看上去很显眼。

这些富有创意的“小心思”只

是服贸展区的一小部分。不管是

互动屏幕、机器人导览，还是货

轮、飞机模型，每一个展商都有自

己独具匠心的高招。

进博会期间，面积达到3万平

方米的服贸展区分为金融、物流、

咨询、检验检测、文化旅游五大板

块，吸引超过250家展商参展，其

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就

有50多家。

参展商费尽心思设计展台，

当然是希望在进博会上发布的新

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中脱颖而

出。他们看到中国经济升级给服

贸领域带来的新机遇，希望通过

进博会这一国际公共平台结识新

客户、寻找新机遇，扩大市场份

额，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进博会展厅将于5日正式开门

迎客，服贸展区将带来别样精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
电 记者4日从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获悉，即日起，旅客只要打

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App或饿

了么App，定位大兴机场，就可

以享受由饿了么“蓝骑士”将外

卖食品配送到登机口的服务。

首批已有小大董、西少爷

肉夹馍、庆丰包子铺等21家机

场内商户近700款餐品上线，

未来还会有更多品类。大兴机

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兴机场

外卖上线产品均经过严格的餐

单筛选与价格审核，与线下购

买同质同价。

据新华社杭州11月4日
电 为被拐卖、被性侵、被虐待

等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对需要

社会救助、司法保护等的儿童

提供帮扶转介服务……11月3

日，杭州市正式开通“12349”儿

童救助保护热线。

据了解，杭州市“12349”儿

童救助保护热线是一个“一站

式”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热线服

务综合平台，采用“一号对外、

集中受理、分级处理、限时办

结、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据新华社香港11月4日电
香港警方破获一宗由诈骗集团

策划的实体黄金投资骗案。该

案涉及20名受害人，包括1名本

地居民和19名内地居民，涉款

达9500万港元。已有6人因涉

嫌串谋欺诈被捕，另有4人在逃。

据香港警方4日介绍，一

家投资公司早前向受害人推销

实物金条，声称购买后可转租

给一家本地上市公司，保证年

利率6.6至7.5厘、每月定期派

息，并在租约期满后取回本

金。然而，受害人将金条交予

该投资公司后，既未获得保证

回报，也未能取回本金或金

条。警方调查后发现，该投资

公司并未将金条转租给本地上

市公司，而是转售给了另一公

司套取现金。

香港警方破获
一起黄金投资骗案

杭州开通“12349”
儿童救助保护热线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外卖能送到登机口

11月3日拍摄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贸易展区（全景拼接照片）

盲盒、卡通公仔、机器人，服贸展商“费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