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3日电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13日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外国投

资委员会12日决定，将移动应用

程序TikTok剥离在美业务期限延

长15天至11月27日。

美国财政部13日也发表声

明，证实了上述延期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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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

易。8月14日，特朗普再次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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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3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国泛

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

量、无理打压外国企业的做法。

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

平竞争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

则，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

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

商环境。

美国延长TikTok
剥离在美业务期限

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近20万

11月13日，美国华盛顿的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的医务
人员在收集检测样本。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
12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94610例。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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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周树秀有石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于
石狮市锦尚镇港东村四区35号，东至邱跃进宅，西至卢承
望宅，南至邱炳实宅，北至邱展炮宅。经核实该房屋系为
周树秀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为止尚
未取得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周树秀之子卢
德达申请对该房屋进行就地改造翻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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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翻建手续，声
明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锦尚镇港东村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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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工、清洁工、门卫

15659885000

●兹有泉州彩龙服饰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海运提单，提

单号：XMNS20101914，船名航

次：XINFUZHOUV.062E，

卸货港：SANANTONIO,

CHILE，柜号：UETU2302969，

ATD：2020年8月30日，此提单

号项下三正三副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 兹 有 石 狮 市 贤
达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码 ：350581018309，车 牌
号：闽 C8706挂，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

州中心支公司郭秋月不

慎 遗 失 执 业 证 ，号 码 ：

02000135050080002017083

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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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类 广 告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社会广角

新华社北京 11月 14日电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4日

就这一议题举行的座谈会上，不

少专家提出，应把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融入所有政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约有 2.54亿，占总人口的

18.1%。《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中长期规划》指出，人口老龄

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

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

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

有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

“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融入所有政策，整个公共政策体

系都要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视角。”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

吴玉韶认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推动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资源、力

量等各类要素高效整合协同，并

以做好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的

长周期视角，将政策干预的关口

前移，确保从根本上降低应对的

成本。

“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老龄科学

研究中心健康宜居所副所长伍

小兰认为，随着疾病负担的“大

头儿”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

移，健康老龄化不以“疾病”为焦

点，而是更关注老年人实际生活

状况和主体能力的发挥。为此，

应将促进老年人功能发挥融入

交通、住房、社会保障和社会支

持、城乡规划和建设、信息通信、

教育、劳动、卫生健康等领域的

政策，让老年人能够持续拥有自

我发展和价值实现的机会和能

力。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

主任党俊武认为，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是一个涉及人

口、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区

域、生态和国际等多方面的战略

体系。实施这一战略，下一步需

要解决三方面重大问题：出台应

对人口老龄化分领域中长期专

项战略，在全社会开展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教育，加强

和完善老龄工作组织体系建设。

专家建议：

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融入所有政策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4日举行记者会宣布，台湾当天
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
别自菲律宾、印尼及克罗地亚入
境，台湾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达600例。

据统计，近14天内，台湾自
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已累计45例，
疫情明显升温。舆论关心台湾是
否考虑恢复全面限制境外人士入
境，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以台湾目
前经验，进行居家检疫14天可有
效防堵疫情，但针对疫情高风险
国家和地区的限制措施将于下周
公布秋冬防疫专案统一说明。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
湾地区累计105491例新冠肺炎相
关通报(含103959例排除)，其中
600例确诊，确诊个案中7人死
亡、535人解除隔离、58人住院隔
离中。 （新华）

台湾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突破600例

菲律宾警方13日证实，日前过境菲律宾的第22号

台风“环高”在该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2人，另有

20人失踪。 （新华）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依法审理一起非法制造枪支、
弹药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案件，
一审依法判决被告人魏某犯非法
制造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4个月；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被告人魏某在位于北京市西
城区的家中，非法制造以火药为
动力的枪支3支，于2019年11月
6日在家中被查获，现场起获枪状
物、弹药、火药等物品。经鉴定，5
支认定为枪支，其中2支以压缩
气体为动力，3支以火药为动力；9
发步枪子弹，5发手枪弹，7发猎
枪弹，165发自制铅弹头经抽样鉴
定为枪弹。 （新华）

男子在家非法制作
枪支弹药被判刑

11月14日，2020中国红色旅
游博览会（以下简称“红博会”）在
位于长沙的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本届红博会邀请了北京、河
北、陕西等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
盟24个成员单位参展，呈现各地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红色旅游精
品景区等红色旅游资源和发展成
果。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
16日。 （新华）

在新疆洛浦县布亚乡欧吐

拉昆孜村时代地毯厂，工人在制

作地毯（11月2日摄）。

当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发布公告，莎车县等最后

10个未脱贫县经评估核查符合

贫困县退出标准和条件，退出贫

困县序列。至此，新疆32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

历史性解决。

新疆是国家确定的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特别是南疆四地州

是我国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

之一，贫困人口规模接近“三区

三州”的一半，其中喀什、和田地

区贫困人口最多，因自然禀赋

差、基础设施薄弱，一直是我国

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

此次新疆公告退出贫困县

序列的10个县全部在南疆地区，

分别是喀什地区的莎车县、叶城

县、伽师县、英吉沙县，和田地区

的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

县、于田县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的阿克陶县。 （新华）

新疆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

“OMG！”“买它！”……“双
11”期间，AI虚拟主播现身直播
间，替代真人主播带货。

业内人士介绍，直播已成电
商等领域的标配，由于真人主播
成本高、在线时间有限，由人工智
能驱动的虚拟主播将成为很好的
替代方案。
“在虚拟主播的帮助下，11月

1日到3日，我们完成了800万元
的天猫直播销售额。”三只松鼠直
播负责人刘书财说，AI主播的业
绩几乎与一名真人主播相当。

三只松鼠直播负责人刘书财
透露，下一步计划借助达摩院技
术孵化一批三只松鼠的IP卡通形
象，成为未来的虚拟主播，探索公
司品牌营销的更多可能。（新华）

AI主播“双11”带货
业绩不输真人

新华社广州11月14日电 仅需
“一证一书”即可提出社会救助申

请，低保业务系统全面升级，在线刷

脸就能申请社会救助……记者14

日从广州市民政局获悉，广州日前

推出多项救助便民政策，实现社会

救助申请对象“少跑腿”“零跑动”。

为方便群众办事，广州实施

“一证一书”改革，取消个人工资收

入证明、养老保险核定单、社保缴

费单等反映申请人家庭收入情况

的多项申报材料。同时，取消机动

车权属证明、银行账户明细、有价

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登记等反

映家庭财产情况的申报材料。目

前，广州市民仅凭“一证一书”，即

身份证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

书，即可提出社会救助申请。

在线刷脸就能申请社会救助，

这是广州“智慧”救助的新举措。

据了解，救助系统与“穗好办”移动

政务服务平台对接，通过增加电子

授权方式，困难群众通过人工识别

技术进行刷脸即可申请社会救助，

并在网上申请低保、低收、特困等

社会救助业务。

为进一步实现社会救助“零跑

动”，广州升级低保业务系统，方便

人户分离的群众办理救助事务。

目前，困难群众可根据需要，选择

户籍地或者居住地提出低保申请。

此外，广州还建立了“广州市社

会救助申请诚信数据库”，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推进救助信息聚合、救助

资源统筹，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精

准性，实现救助对象“不重、不漏”。

在线刷脸即可申请社会救助 广州推出多项便民政策

新建福厦铁路乌龙江大桥
首榀钢箱梁架设成功
11月14日，新建福厦铁

路乌龙江大桥首榀钢箱梁架

设现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国中铁大桥

局承建的大跨度四线铁路高

低塔双索面混合梁斜拉桥

——新建福厦铁路乌龙江大

桥首榀钢箱梁成功架设，标

志着主跨达432米的新建福

厦铁路乌龙江大桥全面进入

上部结构施工。

新建福厦铁路乌龙江大

桥是新建福厦铁路全线关键

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739.9

米。

新建福厦铁路设计时速

350公里，预计2022年建成通

车。 （新华）

新华社利雅得11月13日电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13

日召开视频会议，一致同意在缓

债倡议之外采取额外措施，以帮

助和支持低收入国家应对新冠疫

情冲击。

当天的会议由二十国集团轮

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主持。会议

发表的声明说，考虑到新冠疫情

危机和许多低收入国家债务日益

恶化的前景，现在可能需要根据

具体情况采取额外措施向有关国

家提供更多帮助。会议一致同意

并核准了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

之外债务处理共同框架”。

声明说，为向符合缓债倡议资

格的国家提供及时和有序的债务

处理，债务国在新框架下可以要求

与债权国谈判修订债务协议，债务

国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和相关债权国提供所有相关

公共部门债务的必要信息。

声明说，二十国集团将致力

于继续实施缓债倡议，为有关国

家提供最大支持，并呼吁所有官

方双边债权人充分、透明地执行

该倡议。

沙特财政大臣穆罕默德�贾
丹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二十国

集团一直在努力支持最贫困国家

抗击新冠疫情。缓债倡议自启动

以来，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的报告，缓债倡议显著提高了

有关国家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支付

能力。

今年4月15日，二十国集团财

长和央行行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

并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

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一致同意暂

缓有关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

期的债务本息偿付。10月14日，

二十国集团同意将缓债期限再延

长6个月至2021年6月底。

二十国集团同意采取额外措施支持低收入国家抗疫

（上接一版）习近平强调，我这次专门来南通博物
苑，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

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积极

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

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

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为民营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创造了良好条

件。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

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

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要勇于创新、奋力拼搏、力争一流，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

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广

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

定“四个自信”。

13日，习近平来到扬州考察调研。古运河扬州段是

整个运河中最古老的一段，扬州是中国古运河原点城

市，也是长江经济带和大运河文化带交汇点城市。在运

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习近平听取大运河沿线环境整

治、生态修复及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等情况介绍。近年

来，经过清理违建、水系疏浚等整治，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习近平沿运河三湾段岸边步行，察看运河生态廊道

建设情况，了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取得的成效。

习近平在码头同市民群众亲切交流。他指出，扬州是个

好地方，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是国家重要历

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

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

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共识和呼声。要把大运河文化遗

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

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

件。

随后，习近平乘车前往江都水利枢纽。江都水利枢

纽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

的电力排灌工程、亚洲最大的泵站枢纽。习近平来到展

厅观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及江都水利枢纽专题片，结合

沙盘听取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运行情况介绍。他走

进第四抽水站，察看抽水泵运行。在观测平台，工作人

员向习近平展示了刚刚提取的水样，介绍当地加强水源

地生态保护等情况。

在江都水利枢纽展览馆，习近平边走边看，详细了

解水利枢纽发展建设历程和发挥调水、排涝、泄洪、通

航、改善生态环境等功能情况。习近平指出，“北缺南

丰”是我国水资源分布的显著特点。党和国家实施南水

北调工程建设，就是要对水资源进行科学调剂，促进南

北方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要继续推动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建设，完善规划和建设方案，确保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

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要把实施南水

北调工程同北方地区节约用水统筹起来，坚持调水、节

水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提高向北调水能力，另一方面

北方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业，节约

用水，不能随意扩大用水量。习近平强调，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取得的重大成就，离不开数十万建设者长期的辛

勤劳动，离不开沿线40万移民的巨大奉献。要依托大型

水利枢纽设施和江都水利枢纽展览馆，积极开展国情和

水情教育，引导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节约水资

源、保护水生态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加快推动生产

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陪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