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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创建国家教育均衡县的要求，张范中学校园
扩建工程即将动工，为使该工程顺利进行，请位于张范
中学，（辛庄村西原张范二中）西墙向西扩25米，南北与
学校南北墙齐。在此范围内坟丘，请坟主的亲属自登
报之日起，15日内自行迁出。逾期不迁出的，一律按无
主坟处理。

联系地址：张范街道辛庄村委会
联系电话：15966756776
特此公告

枣庄市薛城区张范镇中心学校

迁坟公告
一、招标人：山东天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贵泉酒店客房窗户改造工程
三、招标形式：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形式对投

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经评标委员会审定，不符合招标
公告资质、业绩等要求的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四、工程概况：详见标书。
五、资格要求：详见标书。
六、招标时间：2017年3月10日—2017年3月14日
联系人：鞠长乐
联系电话：0632—3292869 18506379569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解放南路143号

山东天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注销公告

枣庄市山亭区龙庄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股东会于2017
年3月10日研究决议解散，并于即日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
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逾期则视为
弃权。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589601896

枣庄市山亭区龙庄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销公告
滕州市益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经股东会于2017年3月10

日研究决议解散，并于即日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逾期则视为弃权。

联系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13963251778

滕州市益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枣庄彬鹏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会于2017年3月10日研

究决议解散，并于即日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逾期则视为弃权。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3906321557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侯宅子村（石岭路东）

枣庄彬鹏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公告
兹有组织机构枣庄盛林蓝莓科技有限公司机构代码为：

56671983—1，于2014年8月12日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丢失，特此公告。

声明
车主为吕艳，车牌号鲁 DW6383 普通二轮摩托车已损坏

报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丢失，
声明作废。吕艳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律责任。

市中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声明
车主为刘儒新，车牌号鲁 D6Z367 解放客货车已损坏报

废，并拆解作废铁处理。该车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丢失，声
明作废。刘儒新承担该车辆注销的一切法律责任。

枣庄市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遗失声明
▲宋丽药师证丢失，号码为：150704062，声明作废。
▲王益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号码为：K370935585，声

明作废。
▲毕德胜不慎将毕业于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的毕业证丢失，毕业证号：104225200605200273，声明作
废。

▲枣庄市薛城区金丰甜柿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民专业合
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370403NA000074X，声
明作废。

▲枣庄市市中区国泰园林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370402NA000281X，声明作废。

▲枣庄市市中区国泰园林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税务登记
证副本丢失，税号：鲁税枣字370402092458798号，声明作废。

▲枣庄盛林蓝莓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
号：鲁税枣字370404566719831号，声明作废。

▲枣庄市宏福煤业有限公司在银行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J4540002568101，声明作废。

▲张旭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号码为：H370759062，声
明作废。

▲潘守顺不慎将枣庄市山亭区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为
其开具的意向金收据丢失，收据号：0003221，开具日期：2016
年7月1日，金额：伍万元整（￥50000.00），声明作废。

▲ 房 增 国 司 炉 操 作 证 丢 失 ，号 码 为 ：
370406196602052213，声明作废

▲秦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不慎丢失，编号：
3714039003147，声明作废。

▲方艺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M371113103，声明
作废。

▲韩佳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M370791428，声明
作废。

春回大地，万物萌动。为
答谢新老会员多年的支持厚
爱，开元凤鸣山庄联合淘宝飞
猪旅行网推出“三月新人”促
销活动。本次活动对所有会
员给予网络价 8 折超值优惠，

每间夜含两份自助早餐，凭房
卡可享受酒店健身房、游泳等
活动；另外对于未在飞猪旅行
网下过订单的新用户，平台另
行补贴100元，节假日通用；活
动截止至2017年5月30日。

开元凤鸣山庄推出“三月新人”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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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日上午参加了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的
审议。

在新疆代表团，习近平
认真听取和记录，不时提问
并同大家交流，最后作了重
要讲话。习近平在肯定新疆
过去一年工作后强调指出，
新疆是我国西北重要安全屏
障，战略地位特殊、面临的
问题特殊，做好新疆工作意
义重大。要紧紧围绕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推
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维护
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等
为重点，坚决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切实贯彻新发展理
念，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努力建
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
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疆。习近平指
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
政治责任，立足抓早抓小抓快
抓好，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
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
业。习近平指出，要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培育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严
禁“三高”项目进新疆，加大污
染防治和防沙治沙力度，努力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
疆。习近平指出，要从稳疆安
疆的战略高度出发，紧紧围
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多搞
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
目，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实
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
肠挂肚的问题，让各族群众
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
大家庭的温暖。要全面落实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南
疆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主
战场，实施好农村安居和游
牧民定居工程、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完善农牧区和边

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努力
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好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华民族
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
聚、共同奋进的历史。民族
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
石，也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
共同意志。要维护民族团
结，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
结、警民团结、兵地团结，
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
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
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要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
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
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
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
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
一起。要持续开展好“民族
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
谊活动，把民族团结落实到
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
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
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让民
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习近
平强调，兵团是新疆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力量。要积极稳
妥落实各项改革发展任务，
把兵团的特殊优势和发展活
力充分释放出来。

习近平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迈入深化之年，作为最热的
经济话题之一，从企业主体到
政府官员，参加两会的全国人
大代表，现身说法，相互探讨，
交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体验、心得。

创新：干别人没有干的事
“我是个农民企业家，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过深
的研究，但我认为，产业结构
要超前化、科学化，干别人没
有干的事。”全国人大代表宋
福如这样阐述。

宋福如是河北省邯郸市
永年区广府镇东街村党支部
书记、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他的企业生产防污
闪涂料、复合绝缘子、有机硅

肥料……覆盖了电力、铁路、
石油、农业等多领域。

“在市场上我很少遭遇竞
争对手，因为我始终瞄准空白
去填补。”宋福如说，从供给上
游着手，他去商务部了解国内
都需要进口哪些产品，去科技
部了解哪些项目是亟待开发
的，去发改委了解有什么项目
是下一步要推进的，然后提前
部署研究布局、推出产品。

“在市场低迷的状态下，
我们企业仍以每年 20%的速
度增长。”宋福如说，只有不断
创新，企业才有生存空间和生
命力。

改革：管住、少用、用好
“有形之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

国企改革来说，最终目标只有
一个——让企业用最小的消
耗、最少的排放，生产出市场
需要、老百姓欢迎的最好的产
品。”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国
资委主任王昌说。

2016 年，10 项国企改革
试点在河北省推开，王昌介
绍，针对不同的企业，河北省
量身定做改革方案。河钢集
团主要问题在于去产能，开滦
煤矿和冀中能源首先要分离

“企业办社会”，一些科技型的
企业要搞个人持股试点。

“国企改革首先要解决自
己最紧迫、阻碍自己发展的东
西。如果不能把旧的东西、制
度框框推倒，就实现不了突
破。”王昌说，必须要加大深化

改革的力度，减少政府对经济
的干预，释放经济活力。

服务：让群众办事的“走
廊”短点，再短点

在一个市长眼中，针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手术
和输血造血要同时进行。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
市市长宋希斌说，在改革中
政府要“瘦身健体”，深化行
政管理改革，通过建立“负
面清单”制度规范政府事
权，改多头审批为集中统一
审批，更好服务各类市场主
体。

近年来，哈尔滨市以转
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推进大处
室改革，自我“瘦身”，把市
政府部门承担行政审批职能

的 处 室 由 172 个 减 少 到 32
个，分管审批工作的领导由
97名减少到32名，极大缩短
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走
廊”。

“我们认识到，这是降低
交易成本，形成洼地效应，
让人家来投资有信心。政府
要少打扰企业，多给企业办
实事、解难题。”宋希斌说。

“经济增长点在哪，供给
侧改革的点就在哪。我们要
在国内外市场需求有空间、
哈尔滨又有优势的领域，大
胆推动。”他介绍，哈尔滨的
旅游、养老、文化、时尚产
业正吸引着中外游客，“冰天
雪地”正在造“金山银山”。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两会议政录

代表“现身说法”供给侧改革：

创新怎么弄·权力怎么用·服务怎么搞
新华社记者 王敏 杨帆 强勇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 张旭
东 崔静 熊争艳）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10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14
位委员围绕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出席会议。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韩启德、万钢、何厚
铧、卢展工、王家瑞、陈晓光、马培华。会议由陈
晓光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
葆，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
听取发言。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首尔 3 月 10 日
电 （记者 耿学鹏 杜白
羽） 韩国宪法法院 10 日宣布
通过针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
案，朴槿惠成为韩国宪政史上
首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

首尔时间 10 日 11 时左
右，宪法法院大审判庭笼罩在
一片严肃凝重的气氛中，代理
院长李贞美宣读弹劾案判决
书。法院法官、国会议员等部
分政界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出席
宣判，朴槿惠没有现身判决现
场。

宣读判决书概要约 20 分
钟后，李贞美宣布，8名宪法
法院法官一致赞成弹劾。“朴
槿惠在任期内连续做出违宪违
法行为，违背国民信任，是不
能允许的重大过错行为”，“法
院决定予以弹劾罢免！”

裁判书认定，朴槿惠允许
好友崔序元（原名崔顺实）介
入国政，包括修改总统国务会
议和出访活动等资料，是滥用
职权行为。另外，两人共同设
立K体育财团和Mir财团并向
大企业索求出资 486 亿韩元

（约合 2.89 亿元人民币），滥
用权力为崔序元谋求私利。

当天一早，宪法法院附
近，大量“反朴”民众举着

“弹劾是烛光的胜利”“萨德无
效”等标语，目不转睛盯着前
方大屏幕上宪法法院宣判的直
播。

韩国警方当天出动2万多
警力保卫宪法法院以及青瓦台
等机构安全。

“法院法官一致决定，罢
免朴槿惠……”民众中爆发出
巨大的欢呼声，有人激动地流
下了眼泪。一些集会民众说，
20 次周末烛光集会终于换来
这个弹劾结果，希望下届政府
能够真正听从民意。

相隔不远，支持朴槿惠的
民众瞬间陷入一片沉默。据韩
国媒体报道，“挺朴”集会当
天在宪法法院门口与警方发生
冲突，已有两人身亡。

判决公布后，韩国朝野立
即表态。执政党自由韩国党向
公众道歉，称作为执政党没有
尽到责任，让国家和国民的

“自尊受到伤害”。
最大在野党自由民主党党

首秋美爱则称，“今天是国民
胜利的伟大日子”。她呼吁以
朴槿惠下台为契机实现政权交
替，同时“及时冻结朴槿惠政
府错误的外交安保政策”。

朴槿惠在 2013 年 2 月以
51.6%的历史最高得票率就任
总统，也成为韩国首位女总
统，但随着“亲信干政”事件
曝光，民意支持率一度降至历
届韩国总统最低纪录的 4%，
其经济和外交政策饱受诟病。

韩国国会 2016 年 12 月 9
日通过总统弹劾动议案，并交
宪法法院审理。

“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是
理所当然的结果，”韩国民间
团体“和平网络”代表郑旭植
告诉新华社记者，“朴槿惠违
背了宪法，辜负了国民的期
待。”

韩国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
朴槿惠黯然下台

新华社北京3月 10日电 （记者 孙奕
赵文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10日
表示，《网购 7 日无理由退货办法》将在今年 3
月15日正式出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切法律法规都适合
于网络交易，我们专门制定了网络购物的退货
办法、互联网广告监管办法，包括《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都适用于网商。我们还专门制定更
加细化、更加具体的网上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
办法。”张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
上说。

张茅表示，网购问题是社会关心的问题，我
国7亿网民，4.7亿参加网购。去年网购快速增
长，营业额超过5万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12.6%。

“我认为网络经济特别是网购，属于实体经
济的范畴。因为买东西买的是实物，它是一个
新的流通方式，把消费者和生产者更好地连接
起来。这种新业态对于服务消费者，促进经济
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说。

■两会部长说事
工商总局局长张茅：

《网购7日无理由退货办法》
3月15日正式出台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0日
电 （记者 刘红霞）财政部、
科技部、教育部以及国家发展
改革委 10 日向社会联合发布
一份关于贯彻中央科研资金管
理改革工作的通知，以促进相
关政策全面落地，切实增强科
研人员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去年7月，中办、国办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
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
干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松
绑+激励”的政策措施，改革
初见成效。但改革进程中也存
在少数单位制度出台不及时、
抓落实力度不够的现象，还有
单位提出进一步细化改革举措
的建议。

新出台的通知要求相关部
门和单位切实增强做好贯彻落

实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具体而言，项目主管部门

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
所属单位落实好相关政策。中
央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
要切实履行法人责任，加快制
度建设，完善内控机制，规范
工作流程，创新服务方式，确
保下放的管理权限“接得住、
管得好”。

在进一步细化科研项目资
金管理改革举措方面，通知也
作了相关规定。比如，通知明
确了结余资金留用的计算起始
时间，即自验收结论下达后次
年的1月1日起计算。通知还
明确了在研项目如何做好新旧
政策的衔接，并规范了委托会
计师事务所开展的财务审计有
关要求。

四部门发文力促科研资金管理改革全面落地

据新华社西宁3月 10日
电 （王大千 法子瑶）记者
从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
交通管理局青海分局了解到，
2月28日起，中国自主研发的
ARJ21-700 客机在海拔 2184
米的西宁曹家堡机场进行了为
期 7 天 16 架次的高原科研验
证飞行并取得成功，这意味着
这一型号的客机已具备在高原
环境安全飞行的能力。

ARJ21 新支线飞机是中
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短程新型涡扇式支线飞机，载
客容量78至90座，标准航程
距离为2225至3700公里，主
要用于从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
城市辐射型航线的飞行任务。
目 前 ， 国 内 仅 有 两 架
ARJ21-700 客机在上海至成
都航线上运行。

西北空管局青海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ARJ21-700 客
机最初的设计指标可满足我国
西部高原机场的起降和复杂航
路要求，但在高原环境下，飞
机发动机性能将明显减弱，发
动机产生的推力下降，导致飞
行性能和各系统状态发生相应
变化，并进而影响到飞机的安
全等级和运营能力。因此，要
在青藏高原高海拔特殊环境下
长期平稳运行，飞机还需在发
动机设计上做出重大调整并通
过一系列严格测试验证。

7天试飞中，ARJ21-700
客机顺利在西宁机场起降，全
面验证了这一型号的客机已具
备在高原环境安全飞行的能
力。中国商飞试飞院将于下半
年再次进行调研验证，有望开
通在青海省的航线运营，方便
中西部地区旅客航空出行。

中国自主研发ARJ21飞机首次在青藏高原试飞成功

2008年，3名普通农民工首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1名
农民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记者在报道时为其中9名代表拍摄了肖像；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记者重访农民工代表，请他们和四年前的“自己”合影，讲述履职故事和感受。 （新华社发）

农民工代表：和四年前的“我”合影

许忠明，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检验
员。在过去四年里，他提出了不少改善民生的建议，
尤其关注农民工权益保障。

陈雪萍，山东三箭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油漆粉刷
工。陈雪萍建议加大对建设单位的监管力度，彻底
解决欠薪问题。

周振波，从学徒工干起的周振波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来自基层，每年都会花时间深入调查研究，听取
意见和建议。他说：“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提的建
议和意见有的已经得到落实。”

张晓庆，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基础
装备事业部市场部推广专员。在过去四年里，张晓
庆共提交了18份建议，涉及农民工住房、失业保险
登记、养老等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