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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会丰水暖
商行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
废。●洛阳市大件运输有限公
司豫 C55070车的营运证（证
号：171006561）、豫C2912挂车
的营运证（证号：41031700282
1）、豫C59288车的营运证（证
号：410317002027）、豫C62763
车的营运证（证号：4103170035
92）遗失，声明注销并退出营运

市场。●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
街道办事处铁匠村村民委员会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为
J4930008717201，声明作废。●洛阳市西工区红山街道
圪垱头村村民委员会开户许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为
J4930015015901，声明作废。●洛阳市兴荣工业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空白承兑收据一
份，收据号码：0003212，声明
作废。

●编号为P410358841，姓
名为黄王广尚，出生日期为
2015年 3月 15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编号为P410341823，姓
名为柏昀含，出生日期为2015
年 4月 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伊川县鸣皋镇邢庄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登记证副本丢失，编码为
NO:410329—1436963，声明作
废。

分类广告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龙盛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
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变更公告
我局2020年6月核发位于

滨河大道以西、洛阳环城高速
以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证 号 ： 地 字 第
410329202000015号、证号：地
字第 410329202000016号，用
地项目名称由“龙门水韵”变更
为“颐和安岚小区”，特此公告。

伊川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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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核准，颁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 上查询。

平安银行股有限公司汽车消费金融中心洛阳
分中心
简称：平安银行汽车消费金融中心洛阳分中心
英文名称：Ping An Bank Co.,Ltd Consumer
Auto Finance Center Luoyang Branch
机构编码：B0014S34103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700713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03月31日

住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西路1号中

成盛世广场9幢19层02室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洛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04月0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经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
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的意见》，要求各级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认真落实习主席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和要求，着眼加强党对军队的思

想政治领导，围绕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突出旗帜引
领、聚焦强军打赢、坚持守正创新、注重体
系重塑，创新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力量、
工作运行和制度机制，明确了构建新时代
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方向引领、
根本任务、实践落点、关键支撑、方法路
径、重要保证。

《意见》强调，必须用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统领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培养听党指挥的接班
人，砥砺能打胜仗的战斗队，塑造作风优
良的子弟兵。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
思想铸魂育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保
证强军打赢的指向，扭住领导干部身教重
于言教这个关键，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焕发
思想政治教育新活力，形成党委统筹、齐

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
《意见》是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的顶层指导，对于更好地坚
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凝聚强军兴军
意志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必将在新的起
点上推动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大的
提升，开创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
育新局面，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思想
政治保证。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印发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
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张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塔尼亚
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柏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塔尼亚伊斯
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周平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日利亚联
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崔建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黄亲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哈马国特
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戴庆利（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哈马国特
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任免驻外大使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工作。加强粮
食流通管理，确保粮食收购、储存、销售、加工各个环节
平稳有序运行，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近年来，
现行《条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后的《条例》，重点从6个方面
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粮食流通管理作出规定。一是严
格规范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二是优化监管措施。三
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四是防止和减少粮食损失
浪费。五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六是明确监
督管理职责。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扫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1045324

4月6日，在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
中黎两国人员在中国援助疫苗前合影。

中国向黎巴嫩政府和军队援助的两批新冠疫
苗6日运抵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中国援助黎巴嫩新冠疫苗
运抵贝鲁特

（上接01版）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病救人的，中方反对

将疫苗政治化或搞“疫苗民族主义”，愿同德方在内的
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配，支持和帮助广
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为人类共同早日战胜疫情作
出贡献。

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主。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更加需要德中、欧
中合作应对。欧中加强对话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
益，也对世界有利，德方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德
方重视中国“十四五”规划，期待这将为德中、欧中
合作带来新的重要机遇。德方愿同中方一道筹备
好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尽快恢复人员往来，加强
抗疫、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交流合作，希望
就疫苗公平分配、相互认证等问题同中方保持沟
通。德方愿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取得成功作出
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4 月 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更多惠
企利民；确定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保门诊
共济保障机制的措施，拓宽个人账户资金
使用范围，减轻群众医疗负担。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近年来网络提速降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固定宽带和移动网络速率大幅提高，资费
大幅下降，为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降低企
业成本发挥了支撑作用，促进了就业创
业、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动能成长。要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进一步推动网络提
速降费，提升网络和服务质量。一是大力
推进5G和千兆光网建设应用。开展千兆
光网升级和入户改造，推动城市基本具备

固定和移动“千兆到户”能力，今年实现千
兆光网覆盖家庭超过 2 亿户。推动宽带
网络实现行政村普遍覆盖，并向生产作业
区、交通要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延伸。二是
引导基础电信企业将中小企业宽带和专
线平均资费再降低10%，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实行资费优惠。三是坚决
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接入、强行加价
等行为，确保终端用户享受到提速降费
的实惠。适当降低宽带接入网业务准入
门槛，支持民营企业等参与，以市场公平
竞争促进资费下降。四是强化电信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提高网络资源使用效
率。推进互联网骨干网间带宽扩容，改善
跨网通信质量。

会议指出，我国新一轮医改建立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惠及十多亿人的基本医保
网，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缓解看病贵发
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又将涉及众多患
者的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慢特病纳入医
保报销。下一步要深化医改，增强职工基
本医保互助共济保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
用纳入医保报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会议确定，一是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
大、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慢特病和多发病、
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
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 50%起步，
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今后随基金承受能
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二是改进个
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工个人缴费仍
计入本人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
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

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
实施此项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
的 2%左右。三是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
围，允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
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
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四是加强医保基
金监督管理，完善稽核、内控等制度，严肃
查处虚假住院、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
为，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
制。会议强调，各省级政府可设置三年左
右过渡期，逐步有序实现改革目标。会议
同时要求，要同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的门诊统筹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

部署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等事项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百年青春：中国共产党
永葆先进性的奥秘》一书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面向全国发行。本书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史 为背景，带领读者探寻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的

“秘密”。
《百年青春：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奥秘》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玉瑛的新作，全书共分为六个
章节：“以坚定的理想信仰来固本铸魂”“坚持人民至
上，牢记初心和使命”“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
命”“夯实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重视学习教育，提高全党的
思想水平”。

书中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为基础，以故事讲
思想，用史实讲道理，既有对永葆先进性奥秘总体
概略的叙述，又有对其采取的重要举措的分析，力
图立体式、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
奥秘。

《百年青春：中国共产党
永葆先进性的奥秘》发行

美国警方和海军官员证实，位于马里
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
地附近 6 日发生枪击事件，两名水兵受
伤。枪手随后在试图进入基地时被击毙。

弗雷德里克市警方说，嫌疑人范塔
洪·吉尔马·沃尔德森贝特现年38岁，是
海军军医。

沃尔德森贝特 6 日上午在一个科技
园内向多名水兵开枪，园区内人员逃离。
沃尔德森贝特随后驾车前往大约6公里
外的德特里克堡基地，在门口被基地人员

击毙。两名伤者被送往巴尔的摩市医治，
其中一人情况危急，另一人有望7日出院。

军官迈克尔·塔利说，沃尔德森贝特
被派至事发基地工作，住在镇上，枪击发
生后他在基地一个停车场掏出步枪，被警
方“制服”，当场死亡。

德特里克堡在20世纪中叶是美国生
物武器计划研发中心，目前是美国陆军医
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和美国陆军传染病
医学研究所所在地。

德特里克堡基地事发后封锁数小时，

警方和军方正在调查枪击事件。路透社
报道，枪手及两名受伤人员都隶属于德特
里克堡基地。军方拒绝透露他们的职责，
也没有说明枪手作案动机是否关联他们
的工作。

美国近期枪击案件频发。美国第三
大城市芝加哥南部5日深夜发生枪击事
件，7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严重。3月16
日，一名枪手连续袭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市区两家水疗中心和城郊一家按摩院，造
成8人死亡、2人受伤。

美国本土军事基地发生枪击案不罕
见。2020 年 5 月，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
里斯蒂市一处海军基地发生枪击事件，一
名水兵受伤，枪手当场被击毙。联邦调查
局认定这起事件关联恐怖主义。

2019 年12月，一名沙特阿拉伯空军
学员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军航空
站一间教室内开枪，致死 3 名美国海军
士兵、致伤 8 人，后被击毙。美国司法
部次年 1 月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主
义行为”。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军事基地附近枪击案致两名军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