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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级对网站开办的有关要求，鲁南世纪人才

网站（www.lnsjrc.com）将于 2017 年 9 月底前关闭，

相关内容迁移至枣庄市市中区政府门户网站（www.

zzszq.gov.cn），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网站迁移期间，我们将继续做好信息的宣传发布
工作，感谢广大网友一直以来对网站的关心和支持。

特此公告
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鲁南世纪人才网站关停迁移公告
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计划进行

股权重组，若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对
您有任何未偿未付债务，请您于2017年9
月28日前书面通知华沃（枣庄）水泥有限
公司财务部，包括债务的数额和该等债务
的支持性文件。

联系人：Antonio Pelicano
联系邮箱：antonio.pelicano@vci-

mentos.com
联系电话：13917131078
联系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凫城

镇马头村
邮编：277200

公 告

遗失声明
▲枣庄东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鲁 DT787 挂的

营运证丢失，号码为：鲁交运管枣字370402306819，

声明作废。

▲枣庄东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鲁 DN573 挂的

营运证丢失，号码为：鲁交运管枣字370402305646，

声明作废。

▲枣庄东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鲁D85981的营

运证丢失，号码为：鲁交运管枣字370402305645，声

明作废。

▲郑济香退休证丢失，号码为：2013011，声明

作废。

▲滕州顺德运输有限公司不慎将枣庄聚金车辆

有限公司为其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丢失，发

票代码：137041625306，发票号码：00087242，开具

日期：2017年9月15日，金额为：叁拾万零陆仟元整

（￥306000.00），声明作废。

▲枣庄德顺物流公司车牌鲁D87388的保险标

识丢失，保单号：805072017370403001534，声明作

废。

▲唐金洋（身份证号：370481198902225031）

不慎疏忽丢失于2016年6月5日购买的新城区福佑

嘉园3号楼2单元202室的《枣庄市新建商品房买卖

合同（预售）》（合同编号 YS0081299）壹份，登报予

以证明丢失。

▲枣庄市爱书人给力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主注册号：370402200006759，声明

作废。

▲枣庄市爱书人给力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370402595219211，声明作

废。

公 告
高西华、周红蕊、彭爱强、彭爱国、裴伦献、张显军、宋

克红、费金法、徐旭停、张显玉：

本院受理原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亭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鲁0406民初60号（被告：高西华、

周红蕊、彭爱强、彭爱国、裴伦献）、（2017）鲁0406民

初67号（被告:张显军、宋克红、费金法、徐旭停、张

显玉）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开 元 凤 鸣 山 庄 推 出

“会员专享礼遇，尽享超

值服务”优惠活动。活动

期间，凡散客充值商祺金

卡一万元，本酒店赠送酒

店 客 房 2 间 （标 准 双 床

房），充值商祺金卡二万

元，本酒店赠送酒店客房

4间 （标准双床房），以此

类推。

活动截止日期为2017

年9月30日。

开元凤鸣山庄推出
“会员专享礼遇，尽享超值服务”优惠活动

注销公告
枣庄檀兴会计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

议解散，并成立公司清算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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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缤

联系电话：0632—3126675

地址：市中区文化路54号院内枣庄檀兴会计

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公告
兹有组织机构枣庄市爱书人给力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机构代码：595219211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丢失，特此公告。

声 明
汪 新 利 ， 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70403196611250255，住，枣庄市薛城区临城办

事处宏图星30号，于2013年3月16日18时30分

在薛城区巨山街道办事处凤鸣湖附近捡拾一男

孩，取名汪洋。

联系电话：14763299377

声明人：汪新利

声 明
2011年7月4日早上在薛城区沙沟镇马关村

郯薛路路北捡到一男婴，用纸箱装着，内有奶粉及

奶瓶，如有认领者请与本人联系。

电话：15266291131

声明人：朱传余

更 正
2016 年 7 月 21 日 《枣庄日报》 刊登的遗失

声明中"枣庄秀盈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370400200033360，声明作

废。”有误，应为“山东秀盈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370400200033360，声明作废。”

特此更正

山东秀盈软件技术有限公

由中宣部、中央电视台联
合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辉
煌中国》19 日起在央视播出
以来引起热烈议论。无论是
各相关领域单位负责人，还是
普通观众、网友，频频表达“作
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为祖国
骄傲”“为中国的继续辉煌一
起奋斗”等心声。

纪录片《辉煌中国》全片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面
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下，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
进、真抓实干，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
展示五年来中国人民更多的
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
感，真实记录中华民族实现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性飞跃。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观看《辉煌中
国》第一集《圆梦工程》后感慨
万千，热血沸腾。“我看到了一
个个奇迹般的工程，架托起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五
年的改革创新，五年的砥砺奋
进，让世界震惊的‘圆梦工程’
见证了中国的辉煌成就，作为
中国人我们感到骄傲和自

豪。”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看完第一
集后就喜欢上了这部纪录片，
感受到祖国的伟大，感受到做
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受到
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特别
是第一集重点介绍了上海洋
山深水港，其四期工程是国内
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
成之后上海港的年吞吐量将
突破 4000 万标准箱，这个数
字是全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
的吞吐总量，也是目前全球港
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一。看
到中国五年来历史性成就的

展现，相当自豪。”
新浪微博网友“券券君

精选分享_无门槛”看过第一
集后说：“此刻不能忘了修建
成昆铁路、青藏公路等中国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基建工
程兵；也不能忘了为新中国
找矿的地质工作者、大地测
绘工作人员；为新中国能源
材料建设的石油工人、煤矿
工人、钢铁工人；为新中国
保障温饱的广大农民。‘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安徽省亳州市筑梦社区
是安徽省的第一个互联网+创

业示范园，吸引了众多有志
青年前来投身“双创”，从运
营到现在已经签约 560 多家
企业。其负责人田广东说，

《辉煌中国》 纪录片第二集
《创新活力》给他们带来了更
多的新理念。

“从这个节目我们深刻地
感到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
强，唯创新者胜。我们觉得
节目里面许多创新的模式、
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理念都
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创业实践
中，指导我们的创业者更好
地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
他说。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作
家协会主席肖永乐看完第二
集《创新活力》说：“创新是
一个国家发展的恒久动力，
中国的创新动力源源不竭，
潜力无穷，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
大的科技支撑，举世惊赞！”

新浪微博网友“拒食鱼
翅”看过第二集后说，“实体
经济也要转型。中国不能一
直做包装加工吧，科技引领
未来，加油中国青年创新。”
而网友“专治慕洋犬”则回
复说：“科技创新的同时包装
加工也要保留，科技创新领
域难以解决很多就业。”

微 信 网 友 “ 金 陵 未 醉
人”看过前两集后说：“中国
辉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作
为中国人我们不但自豪，还
要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为中国的继续辉煌一起
奋斗！”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中国辉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播出前两集引热议

新华社记者 白瀛 史竞男

21日9时整，G1次中国标
准动车组“复兴号”驶出北京南
站，瞬间提速。历经4小时28
分的飞驰，抵达上海虹桥站。

其疾如风！一路上，“复兴
号”最高时速达到 355 公里。
350 公里时速的正式运营，标
志着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
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快速舒适
乘车体验“杠杠的”
G1 次列车准时驶出北京

南站后，车厢显示屏上的时速
数字一路爬升。15分钟后，激
动人心的数字出现：350公里！

车内响起一阵欢呼声。不
少人纷纷拿出手机和相机，记录
下这一“翻开中国高铁发展新篇
章”的数字。“相当平稳、相当舒
适、相当满意。”在上海社科院工
作的李谦用“三个相当”来概括
乘车体验。为了体验350公里
时速下的高铁，李谦特意把本是
昨天的票改买到了今天，他还拿
了一个矿泉水瓶进行倒立试验，
即使在350公里的时速之下，瓶
身也“屹立不倒”。

记者在一等座车厢看到，
座椅间距统一加大到 1160 毫
米，旅客“舒展身体”毫无问

题。即使在二等座车厢，座位
也相当宽敞舒适，不仅座椅加
长了20毫米，其间距也统一加
大到1020毫米。

移动网络时代，没有充电
设备和移动网络信号怎么行？

“复兴号”为此可是下了一番
“苦功”：列车不仅在每排二等
座前后都设置220V不间断插
座，还专门增添了 USB 接口，
保证每个座位充电都能“一一
对应”。此外，乘客还可使用
CRNet-WiFi 免费无线上网，
再也不用担心旅途单调无聊。

还有不少细节显示了“复
兴号”为了提升乘车体验的用
心。在席位上方，席位号显示
屏增加了新功能：席位号旁边
的三个小点是红色时，显示席
位已占用；黄色代表已经预售，
下个区间将会有乘客；绿色代
表车票还未售出，席位没有占
用。为了让置放的东西更平
稳，窗台采用了增加摩擦力的
防滑材料。

安全环保
科技含量“满满的”

“京沪高铁是目前世界上
设计建设标准最高的高速铁
路，‘复兴号’是按照时速 350

公里运营研发制造的中国标准
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
按时速 350 公里运营，从技术
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上讲是
没有问题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总经理陆东福告诉记者。

在2011年高铁降速之前，
中国曾有包括京津、郑西、武
广、沪杭在内的 4 条高铁按照
时速350公里运营。

近几年来，高铁提速重新
进入大众话题。随着高铁的发
展，关于350公里这个速度，人
们对于技术和安全方面的担心
越来越少。

目前，中国高速动车组保
有量达到2700余组，每天开行
4500 多列，居世界首位，累计
发送旅客 60 多亿人次。以京
沪高铁为例，运营 6 年来累计
安全运送旅客6.72亿人次。

为了提高安全性，技术人
员在“复兴号”上建立了全方位
安全监测系统。全车有 2500
余个传感器，比以前动车组多
出500余个。“这些传感器就像
眼睛一样，时时刻刻对列车的
运行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
温度、制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
进行监测。”铁科院研究员张波

说。
跑得更快，能耗却更低。

张波说，京沪高铁实测结果显
示，在 350 公里时速下“复兴
号”与“和谐号380”相比，总能
耗下降了10%，意味着京沪高
铁往返一趟能省 5000 多度
电。

需求“爆棚”
未来发展“棒棒的”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线，会否全面恢复 350 公里时
速呢？中铁总总经理特别技术
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
告诉记者，高铁全面提速需要
一个过程，管理上要面对新的
挑战，也要综合考虑经济和社
会效益。

“中国要形成高铁系列产
品，从 250、300 到 350 公里的
速度等级，350 公里是其中等
级最高的，但不代表全部。要
根据不同的出行需求、不同地
区的经济条件综合考虑，确定
开行什么样的时速是比较合适
的。”何华武说。

在“350公里时速”开行初
期，从 9 月 21 日起，将有 7 对

“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按
时速 350 公里运行，分别是

G1/G2、G3/G4、G5/G6、G7/
G8、G9/G10、G13/G14、G17/
G18次。

“这些车次特别受欢迎，7
对车车票已经全部售罄。”中铁
总运输局营运部副主任黄欣告
诉记者，对于客流需求旺盛的
京沪高铁来说，提速有利于缓
解“一票难求”的局面。据统
计，京沪高铁开通运营 6 周年
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6.3 亿人
次，平均一年超过1亿人次。

何华武表示，目前京沪高
铁日均运行400多列车。在时
速提高到350公里后，随着“复
兴号”下线数量和出行需求增
加，提速的列车数量也会逐步
增加。他表示，中国已建成运
营的 2.2 万公里高铁，约有三
分之一是按350公里时速设计
建造的，今后将根据各线路的
达标条件逐渐提高时速。

尽管全面推行“350”仍有
待时日，但提速的高铁“暂不提
价”。“提速初期，考虑到社会也
需要一个适应期，目前不会调
整票价，以后会按情况逐步进
行调整。”何华武说。（记者 樊
曦 齐中熙 丁静 贾远琨）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350公里!

“复兴号”开启中国高铁新时速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9月 21日
电 （记者 王优玲）住房城乡
建设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北
京市、上海市开展共有产权住
房试点的意见》，支持北京市、
上海市深化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试点工作，鼓励两市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结合本地实际，在共
有产权住房建设模式、产权划
分、使用管理、产权转让等方面
进行大胆探索，力争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意见》要求，发展共有产
权住房，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明确供应对象范围，建立健全
共有产权住房配售定价、产权
划分、使用管理、产权转让等规
则，明确相关主体在房屋使用、
维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
保共有产权住房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意见》指出，发展共有产
权住房，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
和供应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以满
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
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
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
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
供基本保障，通过推进住房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解决住
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

目前，北京市、上海市积极
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北京市出台了《共
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了未来五年供应 25 万套共
有产权住房的目标，着力满足
城镇户籍无房家庭及符合条件
新市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上海
市截至 2016 年底已供应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 8.9 万套，着力
改善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居住条件，并明确了下一步
发展目标。

住建部支持京沪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

据新华社杭州9月 21日
电 （记者 魏一骏）记者从
21 日在浙江省安吉县召开的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现场推进会
上获悉，环保部命名授牌北京
市延庆区、浙江省湖州市等
46 个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县，为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树立了标杆。

环保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命名授牌的 46 个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大
力推动制度创新、环境治理和

产业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和
显著成效，各项工作在省内居
于前列，其中一些地区在全国
影响显著。

环保部部长李干杰表示，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极大激发
了各地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下
一步将以市县为重点，为生态
文明建设开拓新的载体、新的
模式。

此外，推进会现场还命名
授牌了浙江省安吉县等 13 个
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
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具有良好基
础的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46个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公布

9月20日，一名学生参与互动游戏，了解网络信息安全知识。当日“反诈益起来”网络安全进校园之“防范通信信
息诈骗”公益行暨首届校园网络安全文化节启动仪式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活动通过公益讲座、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
让高校学生提升网络安全及防范通信信息诈骗意识。 (新华社发)

上海：“反诈益起来”网络安全进校园

据新华社伦敦9月 20日
电 （记者 张家伟）英国弗朗
西斯·克里克研究所20日宣布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展示了人类
胚胎早期发育阶段一种关键基
因的作用机制，这有助科学家
破解胚胎发育的一些未解之
谜，从而改进体外受精等生殖
辅助技术。

这是英国首次实施人类胚
胎基因编辑。由于牵扯道德伦
理问题，人类胚胎研究一直存
在争议，此前只有中美两国实
施过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据弗
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介绍，这
些胚胎由曾接受体外受精手术
的夫妇捐出，且整个实验都受
到英国相关机构的严格监管。

报告主要作者、该研究所
学者凯茜·尼亚肯说，为了确认
一个基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
功能，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它
无法发挥作用时会出现什么状
况，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就是为
了能高效实现这一目的。这也
是英国监管机构允许对人类胚
胎实施基因编辑技术的原因。

英国首次利用
基因技术编辑人类胚胎

新华社日内瓦9月 21日
电 （记者 凌馨）考虑到中国
经济上半年的强劲增长对亚洲
进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等因
素，世界贸易组织21日将今年
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2.4%大幅上调至3.6%。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上半
年，得益于全球主要贸易大国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全球贸易同比增长 4.2%。其
中，发达经济体进口和出口同
比分别增长2.1%和3.1%，发展
中 经 济 体 进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6.9%和5.9%。

世贸组织指出，亚洲地区
金融环境改善并趋于稳定，提
振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也是
该地区贸易增长的原因。北美
地区贸易增速位居第二，上半
年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9%
和4.9%。

世贸组织同时预测，受发
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等因素
影响，2018年全球贸易增速或
将放缓至3.2%左右。

世贸组织大幅上调
今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
电 （记者 高敬）《关于深化
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的意见》21日正式对外
公布。意见提出，要坚决防范
地方和部门不当干预。研究制
定防范和惩治领导干部干预环
境监测活动的管理办法，重点
解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
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
等问题。

根据中办、国办近日印发
的《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
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
到2020年，全面建立环境监测
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健全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
惩治机制，实现两个“确保”，即
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

公正开展工作，确保环境监测
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意见要求，研究制定防范
和惩治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
活动的管理办法，重点解决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
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限制、
阻挠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监管执
法，影响、干扰对环境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行为查处和责任追
究，以及给环境监测机构和人
员下达环境质量改善考核目标
任务等问题。

对于环境监测机构的数据
质量责任，意见提出建立“谁出
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
任追溯制度。采样与分析人
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
原始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的真
实性终身负责。

我国将为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戴上“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