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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国网宜阳县供电公司正在组织清理销户客户预存电费，现
因部分客户联系方式变更无法联系办理退费，特通过媒体进行
公告。

确需办理退费的客户，请自公告见报之日（2021 年 11 月 25
日）起60天内，携带退费资料前往供电营业厅进行办理。

如有疑问，请前往我公司所辖营业
厅或联系客户经理咨询，也可拨打公司
24小时服务热线0379-63010110。感
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
将竭诚为您服务。

明细信息请扫右侧二维码查询。
国网宜阳县供电公司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河南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接待电话：0379-60850118

律所地址：洛阳市洛龙区
五环街中弘府邸D座102

打造中原地区社会认可、客户信赖的法律服务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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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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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63217552 13721611416

●编号为Q410466681，姓
名为孙诗悦，出生日期为2016
年8月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洛阳市预防医学会不慎
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遗
失，登记号：95180，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10300514756
112T，声明作废。●嵩县黄庄乡大众食用菌
种植专业合作社开户许可证丢

失，核准号：J4935000579201，
声明作废。●编号为P411048577，姓
名为王潇然，出生日期为2015
年 7月 2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石文国招标代理证丢
失，证书号：Z4501001869，声
明作废。●洛阳市恒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0300
581740874K，颁发登记日期为

2020年11月16日，声明作废。●洛阳市洛龙区李楼太平
明德小学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丢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JY34103110013853，声 明 作
废。●曲跃武位于偃师区洛神
路南侧祥和巷2号1号楼东门
501的土地证丢失，证号为偃
国用 2003第 031837号，声明
作废。●曲跃武位于偃师市城关
镇洛神路南侧建苑小区1号楼
5 层 东 门 东 户 ，证 号 为
00010885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丢失，声明作废。●栾川县叫河镇中心学校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为：
J4934000539101，声明作废。●洛阳市财会中等专业学
校 公 章 丢 失 ，章 号 为

4103030006908，声明作废。●编号为R410441724，姓
名为王若妍，出生日期为2018
年 1月 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邢存霞购买水岸绿洲二
期30栋一单元0801号房的首
付款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4100174350， 发 票 号 ：
00520815，金额：257132元，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减资公告
洛阳尔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300317212087T）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伍
佰万元减为壹佰万元，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上接01版）
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

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
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鼓
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
的不合理规定。

要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依法
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建立适老型诉讼服
务机制。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
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推进。强化社会敬老，持续推进“敬老
月”系列活动和“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加强规划引导，发展适老产业，严
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维护
老年人消费权益。

要强化老龄工作保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在养老机构
举办的医疗机构中工作的医务人员，可参照执行基层医务人
员相关激励政策。加强老年设施供给，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
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完善相关支
持政策，完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筹资机制，
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
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
承担照料责任。强化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及
地区老龄问题治理，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有效对接。

《意见》还就加强组织实施提出了要求。

（上接01版）
会议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党和国家作为

重大科技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的高效组织体系，建立使命驱动、任务导向的国家实验室体
系，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改革创新重大科技项目立项
和组织管理方式，加强体系化竞争力量。要优化科技力量结
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形成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完善科技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在履行国家使命中成就人才、激发主体活力。要
以更大勇气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坚持抓战略、抓改革、
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强化规划政策引导，加强对重大科研项
目的领导和指导，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和服务。要根
据任务需要和工作实际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充分授权，建
立责任制，立“军令状”，做到有责任、有管理、有监管，用不好授
权、履责不到位的要问责，保证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市
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
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引导全国、省（区、市）、区域各层
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技术
标准，推动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要改革完善煤电
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电价传导机制，有效平衡电力供
需。要加强电力统筹规划、政策法规、科学监测等工作，做好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兜底，确保居民、农业、公用事业等用电
价格相对稳定。要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
设，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科学指导电力规划和有效
投资，发挥电力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小学校的全面领导，要在深
入总结试点工作基础上，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
的体制机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
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要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
的重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使基
层党组织成为学校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把思想政治
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抓好
学生德育工作，把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刻融入到学
校教育中来，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
加强分类指导、分步实施，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学校，在
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工作准备的前提下，成熟一个调整
一个，推动改革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事业得到很大发
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要加强文物保护总
体规划，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
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
完整性、文化延续性，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准确提炼并展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要创新转化手段、强
化平台建设、夯实人才基础、完善体制机制，以实施重大项目
为牵引，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和各项工作保障水平。要开
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展文物
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会议指出，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要瞄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最突出的短板、最紧迫的任务，在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
要素、优化创新机制上求突破、谋创新，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科
技园区和创新高地。改革要拿出更多实质性举措，起到试点
突破和压力测试作用，积极探索破解难题的现实路径，注意积
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

这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
壮举，是爱国知识分子建设西北的一次
长征。

65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
来到古都西安，在一片原野麦田中拉开
了扎根西部的序幕。西迁人的爱国奋
斗孕育出了伟大的西迁精神。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
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
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
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
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西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中知识分子群体爱国奋斗的时代坐
标。这一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知识
分子忠于祖国人民、担当责任使命，书
写新的时代答卷。

胸怀大局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

背上行囊就去哪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亟待改变国家积
贫积弱的面貌。而工业布局不合理、西
部高教力量薄弱，是横亘在国家经济建
设面前的两座“大山”。

彼时已在上海创立近一甲子的交
通大学，培养出了钱学森、吴文俊、黄旭
华等一批杰出人才。

1955年，党中央作出决定：交通大
学从上海内迁至陕西西安。

消息传来，振奋的情绪在交大师生
间涌动，“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
囊就去哪里！”

一所大学所肩负的使命，与祖国的
命运紧紧相连。一甲子时光荏苒，先进
的教育理念和优秀人才在祖国的西部
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艰苦创业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交大西迁博物馆里，一张粉色的车
票，承载着那段激情燃烧的记忆。那是
1956 年交大人的西迁专列乘车证，上
面印着一句话——向科学进军，建设大
西北！

艰难困苦阻挡不了西迁拓荒者创
业创新的理想信念。至1956年9月，包
括815名教职工、3900余名学生在内的
6000 多名交大人汇聚古都西安，新校
园也从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

1956 年至 1959 年交大西迁期间，

先后兴办了 17 个新专业；西安校园的
实验室面积是上海老校区的3倍，有些
实习工厂的条件和环境在当时属于一
流。以此为基础，交通大学在西安的科
研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以交大为基础成立了中科院陕西
分院，西安自动化研究所等一批研究所
相继组建；产生一大批科研成果，取得
了国内科研史上的多个第一……

从能源动力科学家陈学俊、金属材
料学家周惠久，到计算机科学家郑守
淇，再到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学家郭
烈锦……一代代交大人薪火相传，用科
学服务祖国建设，培育了大批扎根西
部、建设地方的优秀学子，把西迁精神
播撒在黄土地上。

赓续血脉
西迁大树根深叶茂

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勉励广大师
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
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
史功绩。

老一辈交大人用爱国奋斗实践
熔铸而成的西迁精神，已成为一代代
交大人用实际行动践行青春梦想的
坐标。

接续传承，不辱使命。西迁 65 年
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育才近30万人，
其中一半以上在中西部工作；培养出
的 51 名中国两院院士中，近一半扎根
西部。

“西迁精神已然成为交大人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印记，激励一代代
交大人勇担国家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贡献
智慧和力量。”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卢建
军说。

秋去冬来，西安交大内的梧桐树开
始褪去金黄，为下一个春天积蓄力量。
这些西迁而来的梧桐树，见证了波澜壮
阔的奋斗岁月，孕育着未来的勃勃生
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 西迁精神述评

胸怀祖国 无私奉献

11月23日，卡纳克/王曼昱在比赛中。
当日，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2021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第一轮比赛中，中美跨国组合林高远（中国）/

张安（美国）以3比0战胜葡萄牙组合阿波罗尼亚/邵杰妮，卡纳克（美国）/王曼昱（中国）以3比0战胜俄罗斯组合
斯西多连科/塔拉科娃，携手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发）

中美混双组合
携 手 晋 级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扫 码 阅 读 文 章
全文

短网址 ：http://
shouji.lyd.com.cn/n/
1076192

美国政府 23 日宣布，将联合多个
主要石油消费国释放原油储备，以便为
油价降温，但国际油价当日不跌反涨。

截至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
2022 年 1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 1.75 美元，收于每桶 78.50 美元，
涨幅为 2.28%。2022 年 1 月交货的伦
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上涨了 2.61
美元，收于每桶 82.31 美元，涨幅为
3.27%。

市场人士认为，释放原油储备难以
对油价产生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在此前
几个交易日出现的显著下跌反映市场

提前消化这一消息，而且当日美国公布
的具体措施力度不及市场预期。

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升至 7 年来
高位，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
价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白宫23日宣
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
放 5000 万桶原油，以缓解经济从新冠
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
问题并降低油价。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全
球大宗商品战略负责人赫利玛·克罗夫
特预计，鉴于印度已经宣布计划释放
500万桶原油储备，再加上日本、韩国、
英国等国的释放量，此次多国联合释放
的原油储备规模预计为 6500 万桶至
7000万桶。

数据显示，美国目前战略原油储备

规模略高于6亿桶，而全球日均石油需
求量约为1亿桶。

美国合众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策略
师罗伯·霍沃思表示，美国释放原油储
备的总规模高于此前市场预期，但其中
很大一部分属于短期交换，需要返还，
这在一定程度上令这一政策的影响打
了折扣。

美国价格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
师菲尔·弗林认为，释放原油储备只会
对油价带来短期冲击。

分析人士认为，后期疫情走势和产
油国对释放原油储备是否做出政策反
应将决定油价的下一步走向。

霍沃思表示，如果联合释放原油储
备让油价降至上周低点以下，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很可能会考虑对此采

取行动，但基于当日市场表现，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可能采取观望态度。

克罗夫特说，虽然仍预计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在下周举行的例行月
度会议上将维持现有产量政策不变，但
不能完全排除沙特会推动减少现有产
量逐月增幅以应对消费国联合释放原
油储备的做法。不过，由于担心美国的
政治压力，多个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海湾
国家很可能会反对这一行动。

（据新华社纽约11月23日电）

美国联合多国释放原油储备 国际油价缘何不跌反涨

多国释放石油
储备着眼为油价降
温，扫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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