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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弘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18
户欠缴社会保险费单位，我局根据不同
的清缴进程，分别制作了《社会保险费限
期缴纳通知书》《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
书》《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等文
书，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
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未能有效送达。

现我局于2018年6月7日在江苏
省常州地方税务局官网（http://cz.jsds.
gov.cn）进行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在此提醒18户企业及时查询。
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8年6月7日

提醒：
网上查询社保费公告送达文书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记者李忠
发）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吉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翻开两国友好合
作新篇章。

习近平欢迎热恩别科夫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
会。习近平强调，中吉两国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两国关系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弘扬两国世代友
好精神，致力于发展全方位友好合作，共

同奋斗实现发展振兴，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吉尔吉斯斯
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中方愿
同吉方开拓思路，挖掘潜力，推
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
调，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和增
长点，共同规划好两国合作重
点领域和项目，要扩大经贸投
资，加快推动大项目合作；要扩
大人文和地方合作，增进睦邻
友好；要提升安全合作水平，打

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
罪。

习近平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
坦对中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
国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中
方愿与吉方共同努力，推动上海
合作组织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
发展。

热恩别科夫表示，吉方钦佩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感谢中
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帮助。今
天吉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使两国关系掀开崭新的一页。吉
尔吉斯斯坦把对华关系置于优先

方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
的最可靠的邻居、伙伴和朋友。
吉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经贸、人文等领域
务实合作，协力打击“三股势力”，
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安
全。吉方支持“一带一路”伟大倡
议，相信它一定会有力推动本地
区共同发展。吉方将保持两国各
项合作协议的延续性。吉尔吉斯
斯坦坚信，在中国领导下，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一定会圆满成
功。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
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
合声明》，并见证了双边各项合作文
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热恩别科夫举行欢迎
仪式。

这次是首次启用新改革的国事
访问欢迎仪式。改革后的欢迎仪式
更加庄严、隆重、大气，显现出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面貌、新
气象。

丁薛祥、杨洁篪、郝明金、王毅、
张庆黎、何立峰等参加。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记者郑明
达 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记者发现，改革后的国事
访问欢迎仪式当天首次启用。

国事访问欢迎仪式改革是我国外
交礼宾工作的重要创新。记者从外交
部了解到，此次改革涉及调整外宾主车
抵达路线并在沿途增加持旗仪仗兵、增
加吹奏小号次数、改进仪仗队、改进军

乐团队列行进吹奏表演等主
要措施。

其中，外宾主车抵达路线
途经天安门广场，可以更好展
现古都北京魅力；我国国家主
席（夫妇）步出人民大会堂东门
时，增加 1 名小号手和 1 名军
鼓手演奏仪式号角，提升了现
场仪式感；三军仪仗队方面包
括首次增加女兵方阵等；军乐
团行进队列表演服装上衣由红

色改为藏蓝色，队形变换也更加
稳重大气和紧凑。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大队
长韩捷表示，仪仗队总人数由此
前最大规模时的 151 人增加到
224 人。相比以前 13 名女兵与
男兵混合编队，55 名女兵组成的
单独方阵“可以更好地展现女兵
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英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
张海峰说，此次重新编排了吹奏

表演队形，队列人数也由43人增
加至61人，同时改进了乐队指挥
动作和《歌唱祖国》乐曲编配，“使
之更富时代感”。

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国家典礼工作
有必要更好地与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相适应，此次改革就是一次重
要实践。

中国前驻瑞士大使董津义
说，国事访问欢迎仪式改革展现

了中国崇礼尚义、热情友好的待客
之道，让来访外国领导人感受到尊
重和友好，也将进一步激发民众的
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

我国欢迎仪式因时而异，一
直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党的
十八大以来，外交礼宾工作为适
应新要求进行了多次改革，包括
机场高速沿线挂旗、为国宾车队
恢复摩托车护卫、增加军乐团队
列行进表演等。

我国国事访问欢迎仪式改革后首次启用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记者张辛欣） 记者 6 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印发《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加
快网络扶贫应用为方向，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工信
部提出，到 2020 年，全国 12.29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宽带
网络覆盖比例超过98％。

工信部提出，将加强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村通宽带情
况的调查摸底，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延伸和 4G 网络覆盖，同
时鼓励电信企业推出扶贫专属资费优惠，加快保障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方便快捷接入高速、低成本的网络服务。

加快智能终端普及也是重点之一。联想近日发布了
K5 Note、A5 两款千元以内“平价手机”，诸多手机制造商
也纷纷推出低价智能手机。工信部提出，将积极引导企业
研发简单易用、低成本的 4G 手机等智能终端，满足贫困地
区人们更多需求。

工信部：

鼓励电信企业推出
扶贫专属资费优惠

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6 日电（记者王靖） 内蒙古大兴
安岭汗马雷击火联合指挥部6日上午宣布，截至6日10时，
包括黑龙江省火场在内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火场，实现全线合围，外线明火全部扑灭，整个火场
全面得到控制。

据介绍，包括黑龙江省火场在内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汗
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火场，总过火面积达 5100 公顷，
其中内蒙古自治区过火面积4500公顷，黑龙江省过火面积
600 公顷。经公安机关多日调查取证，目前已确定起火原
因为雷击火。目前，扑火队伍正在清理火场，防止死灰复
燃。

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日发生火
灾。内蒙古大兴安岭奇乾林业局阿巴河林场于2日相继发
生火灾。经过扑救，阿巴河林场火场外线明火已于 3 日晚
全部扑灭。记者了解到，随着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森林火外线明火全部扑灭，标志着 6 月 1 日、2
日发生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内的两场森林大火全部得到控
制。

起火原因为雷击火

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保护区火场

外线明火全部扑灭

据新华社拉萨 6 月 6 日电（张京品
胡凯） 经过建设者近 3 年的奋战，川藏
铁路拉林段全线重难点隧道之一——德
吉隧道6日上午正式贯通。

德吉隧道全长1.715公里，2015年7
月开工建设。隧道地处雅鲁藏布江谷地，
山高谷深，气候极端恶劣，处在地震、滑坡
地带，特别是隧道进出口处于风积沙地
段，施工难度极大，属于高风险隧道。

“在风积沙地段打隧道，犹如在豆腐
里打洞。刚刚挖好的隧道，由于外力作
用，很可能瞬间发生沙子塌漏，甚至有内
部塌方的危险。施工关键就在于如何将
极不稳定的细沙定住。”陈俊龙说，项目
通过技术攻关，创新采用“水平旋喷桩”，
结合“加密小导管超前支护”等新工艺，
成功攻克了风积沙施工技术难关，保证
了施工安全。

犹如在豆腐里打洞

川藏铁路重难点隧道——

德吉隧道贯通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6 日电（记者李
力可） 成都市规划局 6 日发布公告，招
募国内外规划设计机构对成都市100个
公园开展概念方案设计。

据此次发布的《成都市 100 个公园
概念设计方案全球征集公告》，此次方案
征集总共涉及成都市的100个公园。应
征设计单位需按照相关要求，分别对一
个或多个公园进行概念设计，对公园功
能布局、空间形态等形成概念设计方案。

此次向全球征集概念设计的100个
公园涵盖了山地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公
园绿地、天府绿道等类型。

成都向全球公开招募

100个公园
概念方案设计

据新华社辽宁本溪 6 月 6
日电（记者王炳坤） 6 日 7 时
25 分，随着 5 名被困者安全升
井，辽宁本溪铁矿炸药爆炸事
故已有 23 名井下被困人员成
功获救，井下还有 2 人失联，后
续搜救仍在进行中。

6 日清晨 5 时 20 分许，随
着绞车控制着胳膊粗的钢绳
将井筒吊笼拖拽出地面，在

辽宁本溪铁矿炸药爆炸事故
发生 13 个多小时后，6 名井
下被困人员首批升井。除 1
人骨折，其余 5 人状况良好，
均被等候在现场的 120 急救
车送往医院检查和处置。在
之后的两个小时左右，剩余
17 名被困人员以同样方式陆
续被救出。

6 月 5 日 16 时 10 分，本溪

龙新矿业有限公司一铁矿建设
措施井的施工现场，转运中的
炸药在位于井口的地面位置突
发爆炸，当场造成地面11人死
亡，9 人受伤。因爆炸毁坏这
个垂直深度超过 1000 米的竖
井的升降系统，造成位于井下
多个横贯工作面的共计 25 人
被困。地面人员通过对讲机喊
话，与其中 23 名被困者取得联

络，另有2人失联。
本溪龙新矿业有限公司隶属

于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事发铁矿
位于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思山岭
村，华煤集团是铁矿施工建设单
位。目前此矿仍处于建设期，尚
未正式投入生产。

图为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进
行救援工作。

新华社发

井下还有2人失联

辽宁本溪铁矿事故——

23名被困者成功获救

新华社西宁 6 月 6 日电（记者李亚光） 记者从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近日，黄河源支流卡曲河部分河段水
量偏少致洄游产卵的鱼群搁浅被困，数量近 4 万条。在当
地干部群众的合力营救下，鱼群中的绝大多数目前已脱离
险境。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曲麻莱管理处森林公安局局长
秋松多杰介绍，5月底，青海省曲麻莱县境内的卡曲河部分
河段因降水偏少水位开始下降。卡曲河属黄河源头重要支
流，时值鱼群洄游产卵季，近 4 万条鱼在长度 7 公里左右的
河道内搁浅被困，其中不少为待产雌鱼。

秋松多杰说，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巡护时发
现了这一情况，于第一时间将线索上报。曲麻莱管理处及
曲麻莱县政府工作人员随后立即赶赴现场，用车辆将被困
鱼群转移至数公里外水位较高的河段，期间，当地生态管护
员、志愿者及牧民群众也自发参与其中。

“生活在黄河源头地区的鱼类主要有花斑裸鲤、极边扁
咽齿鱼、黄河裸裂尻鱼等，其中部分属当地特有鱼种，被列
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三江源国家公园曲麻莱管理处
副主任韩建武说，“此次被困的鱼群中，就有一些鱼属珍稀
物种。”

在持续合力援救下，被困鱼群中的绝大多数目前已脱
离险境、得以存活。韩建武说，时值夏季，高原阳光强烈、气
温渐高，鱼类搁浅的威胁与可能性都在增加，为此国家公园
工作人员将持续密切关注当地河流水量及天气变化，为鱼
群保驾护航。

当地干部群众合力营救

黄河源头卡曲河段水量偏少——

近4万条洄游鱼被困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记者胡喆 白国龙） 我国首个
军民融合氢能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 6 日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组
建成立，中心以推动航天氢能技
术军民融合发展，推动氢能利用
领域高端技术装备研发和工程
应用为目标，为我国绿色清洁氢
能综合开发利用注入动力。

氢氧火箭发动机、氢燃料电
池⋯⋯氢能源因来源广泛、燃烧
热值高、清洁无污染和适用范围
广等优点，被视作21世纪最具
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之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
副主任谭永华介绍，该氢能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将力争成为氢
能利用规划论证、技术研发、业

务拓展、对外交流的专业平台，
将围绕氢能利用领域高端技术
装备工程应用，重点开展高效
低成本制氢储氢技术、氢液化
技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氢
能装备检测和安全应用等关键
技术研究，加速氢能利用技术
发展，为氢能利用产业链的形
成提供技术支撑。

在燃料电池技术领域，航天科
技集团六院拥有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系统动力应用、可再生能源储能
应用及泵阀关键部件等技术。科研
团队此前完成了国内第一台车用高
压燃料电池发动机装车运行，通过
了2000公里全路况模拟实验考核。

目前该中心拥有中国科学院
院士 3 名，学科带头人 20 余名，
将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引下，联合
国内优势单位，完成氢能利用产
业链的军民用共性关键技术攻
关，形成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建立
氢能产业链技术体系和标准体
系，实现氢能利用技术在国防和
民用领域广泛应用。

推动航天氢能技术军民融合发展——

首个氢能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6 月 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清理各类证明事
项，更多消除群众和企业办事烦恼；确定进一步建设和完
善社会信用体系的措施，以诚信立身兴业。

会议决定，顺应企业和群众呼声，全面清理各类证明
事项。一是对国务院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设定的证
明事项，可直接取消的要立即停止执行，并抓紧修改或废
止规章、文件。年底前先行取消申请施工许可证时需提
交的资金到位证明等一批证明事项。二是对法律法规有
规定，但可通过法定证照、书面告知承诺、政府部门间核
查等涵盖或替代的证明事项，要提请修法，依托信息共享
和信用体系予以取消。三是对各地自行设定的证明事
项，除地方性法规规定外，最晚应于年底前取消。四是各
地区各部门要及时公布取消和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对
确需保留的要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办理指南等。清单之
外，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不得索要证明。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几年按
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本实现全覆盖，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初步显威。要坚持应用导向、立法
先行，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围绕优化营
商环境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推广告知承
诺制。二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强化信用约束，对侵权假
冒、坑蒙拐骗、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坚
决整治，让失信者受到惩戒和震慑。三是坚决守住信息
安全底线，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四是加快推进重
点民生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增进群众福祉。五是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信用建设，发展第三方征信服务。强化政府
部门诚信建设，依法依规处理“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全面清理各类证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