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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
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
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全
文如下。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
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
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
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
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
够。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
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的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
策部署，拓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资金
来源，现就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
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提出如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

全面领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
求，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稳
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

“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原则
——坚持优先保障、务求实效。既

要在存量调整上做文章，也要在增量分
配上想办法，确保土地出让收入用于支
持乡村振兴的力度不断增强，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

——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统筹
考虑各地财政实力、土地出让收入规模、
农业农村发展需求等情况，明确全国总体
目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分年度
目标和实施步骤，合理把握改革节奏。

——坚持统筹使用、规范管理。统
筹整合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
金，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相衔接，聚
焦补短板、强弱项，健全管理制度，坚持
精打细算，加强监督检查，防止支出碎片
化，提高资金使用整体效益。

（三）总体目标。从“十四五”第一年
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
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
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
村比例达到50％以上。

二、重点举措
（一）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比例。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
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可结合本地实际，从以下两种方式
中选择一种组织实施：一是按照当年土
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
逐步达到 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
于土地出让收入 8％的，则按不低于土
地出让收入 8％计提；二是按照当年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
逐步达到 10％以上计提。严禁以已有
明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
金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可对所辖市、县设定
差异化计提标准，但全省（自治区、直辖
市）总体上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
业农村比例逐步达到 50％以上的目标
要求。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收入高、
农业农村投入需求小的少数地区，可根
据实际需要确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农业农村的具体比例。中央将根据
实际支出情况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
否达到要求，具体考核办法由财政部另
行制定。

（二）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从土
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等，以

及市、县政府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
有偿使用费中，实际用于农业农村的部
分，计入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
支出。允许省级政府按照现行政策继
续统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支持“十三
五”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资金偿还。允许
将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继续通过计
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储
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地
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地应当
依据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规定，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应
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稳
定，统筹处理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的关系。

（三）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
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土地
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
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
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
权。省级政府可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 业 农 村 的 资 金 中 统 筹 一 定 比 例 资
金，在所辖各地区间进行调剂，重点支
持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市、区、旗）
乡村振兴。省级统筹办法和具体比例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确定。
中央财政继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的 20％、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的 30％，向粮食主产区、
中西部地区倾斜。

（四）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允许各地根据
乡村振兴实际需要，打破分项计提、分
散使用的管理方式，整合使用土地出让
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
种业提升、农村供水保障、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和
管护、农村教育、农村文化和精神文明
建设支出，以及与农业农村直接相关的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以工代赈
工程建设等。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
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加大各级财政
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力
度，避免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产生
挤出效应，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切实增
加。

（五）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
业农村资金的核算。根据改革目标要
求，进一步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核
算办法，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支出的监督管理。规范土地出让
收入管理，严禁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
入，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
库。严格核定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
得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
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
范围，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
让收益。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从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短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高度，深刻认识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
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切实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工
作责任，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地方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2020年年底前制定具体措施并报中央农
办，由中央农办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备案。

（二）强化考核监督。把调整完善土
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
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
督查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土地出让相关
政策落实及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审计监
督，适时开展土地出让收入专项审计。
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出让收支信息平
台，实现收支实时监控。严肃查处擅自
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
让收入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
用农业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
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每
年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进展情况时，要专题报告调整完善土地
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投
入比例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情况。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补
齐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短板，努
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是夯实脱贫攻坚根基之
所在。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 23 日
介绍，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的
目标基本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辍学学生清零。

郑富芝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说，在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
下，义务教育有保障取得了三方面
的重要进展。一是辍学学生基本实
现了应返尽返。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

由 60 万人降至 2419 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清零。2019 年
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为99.94％，初中毛
入学率为102.6％。

“二是基本实现了资助全覆盖。”
郑富芝说，“两免一补”政策实施范围
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等家庭
经济困难非寄宿学生也纳入了生活补
助范围。同时推行了义务教育营养改
善计划，受益学生达到4000余万人。

据了解，2019 年，资助学生人次
达到 1.06 亿，金额达 2126 亿元，基础
教育阶段资助资金 80％左右用于中
西部地区。

教育部：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
辍学学生降至2419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四个方面 17 条改革举
措。

一是全面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
提升医学专业学历教育层次。加强医学
学科建设，推进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等
紧缺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全
科医学人才培养力度，逐步扩大订单定
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模，加快培养防治
结合全科医学人才，加强面向全体医学
生的全科医学教育，加快推进全科医生
薪酬制度改革。加快高水平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依托高水平大学布局
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加快高
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促进医工、医
理、医文学科交叉融合。

二是全力提升院校医学人才培养
质量。提高入口生源质量，扩大中央部
门所属高校本科医学专业招生规模。
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强化医学生
职业素养教育，加强护理专业人才培
养。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教育，做大做
强中医药主干专业，培养少而精、高层
次、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医教协
同加强和规范高校附属医院管理，夯实
高校附属医院医学人才培养主阵地。

系统推进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统筹管
理，完善大学、医学院（部）、附属医院医
学教育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医学
教育质量评估认证制度，构建医学专业
全覆盖的医学教育认证体系，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院校医学教
育专业认证制度。加快建立医药基础
研究创新基地，建立“医学＋X”多学科
交叉融合平台和机制。

三是深化住院医师培训和继续医学
教育改革。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加大全科等紧缺专业住院医师培训力
度，加快培养一批防治复合型公共卫生人
才，保障住院医师合理待遇。推进继续医

学教育创新发展，推广可验证的自学模式，
发展远程教育，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价中，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强调临
床实践等业务工作能力，破除唯论文倾向。

四是完善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医学教育综合管理
和统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医学教育创
新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本
部门重点工作计划。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工
程，加强对医学教育投入保障，中央预算内
投资加大对医学院校支持力度。保障经费
投入，适时调整医学门类专业生均定额拨
款标准、住培补助标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要按照规定落实投入责任。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近日，以“山水邯郸，绿色复兴”为主题的河北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在邯郸市开幕。本届园博会所在地此前是一片工业废
弃地。邯郸市通过采取生态修复进行综合整治，打造核心文化游览区、生态湿地保护区等7大功能区，以及13个汇集燕赵文
化的城市展园。这是9月23日在邯郸拍摄的园博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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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5日22:00-09月26日10:30停
电：10kV晋投线东下塘5号环网柜:晋陵投资
集团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晋陵投资集
团等天宁等相关地段）（临检）；

09月25日06:00-14:30停电：10kV
双马线百德林C10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宣胜金属科技、澄溪市政建设、旭尔发焊业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泥河线全线（停电范围：双马医
疗器材、巨蟹环保科技、华伟医疗用品等郑
陆等相关地段）；

06:00-15:30停电：10kV薛汤线芮庄
西站97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联丰镜面辊
制造、冠军铁业制造、金钥匙机械等薛家、罗
溪等相关地段）；

10kV包家线奥林A1931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亚伟铸造厂、霓达精密传动、公牛泵
业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全线（停电范围：宏肯企业、
铸越机械、福兰特轴承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6:30-11:30停电：10kV云东线美嘉服

饰A159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常飞厂宿舍部
分、富都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溢豪吉祥汽车服
务、云田家具等花园、五星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燕兴二线黄河
东路#3环网柜：黄河东路#1箱114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燕兴社区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西姚线卫翔机
械C117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耐搏草坪、卫
翔机械、悦耀电气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9月26日08:00-16:30停电：10kV
旺贤线富源机械厂A1039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海港机械设备厂、丰和机床附件、科普
特佳顺机床附件等罗溪、汤庄等相关地段）；

09月27日07:00-15:30停电：10kV
江边线飞宇化工A1966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顾村线全线（停电范围：英科环
境科技、城市照明管理处、永迈循环科技等
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龙江线全线（停电范围：洪珠化学
品、红太阳药业、寅盛药业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龙三线全线（停电范围：力昊化
学发展、诺德化工新材料、扬瑞新材料等春

江等相关地段）；
09月 28 日 23:00-09 月 29 日 01:30

停电：20kV锦珑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国宾
花园部分、美林湖花园部分、锦珑湾花园部
分、无锡九龙仓物业管理、中海宏洋物业管
理等三井、百丈、河海、龙虎等相关地段）；

20kV广电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常州
广播电视台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上院二线全线（停电范围：万达广
场部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恐龙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波尔
曼旅游投资发展、迪诺水镇大剧场、迪诺水
镇商业管理等安家、百丈等相关地段）；

20kV福记线香树湾馨苑#1中间变电所：
福记线22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锦绣华府部
分、廊坊荣盛物业服务、商盛商业管理、荣万家
生活服务股份等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09月29日07:00-13:30停电：10kV
东岱线常金路#12环网柜：北港小陆家塘支
1130开关至发得B1242开关（停电范围：松
涛苑部分、申达经编、团宝商贸、港云投资管
理等花园、五星、北港、西林等相关地段）；

10kV白鹤线西林变至前钟村B1241

开关至丁香苑 1 号中间变电所：白鹤线
1110开关（停电范围：松涛苑部分、冠英小
学、明德实验中学、第五中学等怀德、花园、
五星、北港、西林等相关地段）；

09月30日06:30-13:30停电：10kV
和平线一中北路 1 号环网柜：升仙弄配
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升仙弄部分等天
宁等相关地段）；

10月09日07:20-14:00停电：10kV
高创线青洋路#6环网柜：高创线1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华鑫车辆配件、黑牡丹股
份、裕源灵泰面料科技等天宁、青龙等相关
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圩渡线常
茂生化16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排水管理
处、新北区春江镇水利农机管理站、圩塘轮
渡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汽渡线全线（停电范围：清红化
工等圩塘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河中线康
华医疗C145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凯寿医
用器材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港龙二线

万福路#3环网柜：西一46幢支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西新桥综合市场部分等荷
花池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9月25日07:00-11:00停电：10kV

锻焊线机械118幢配变、机械34幢配变、机
械99幢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金家线清潭
50幢配变、清潭66幢配变；

09月26日08:00-14:30停电：10kV
旺贤线汤庄旺贤桥配变；

09月27日07:30-14:30停电：10kV
汤新线87#杆至高能建材G1101开关；

10kV 港池二线葛家村支线 1 号杆
后段；

09月29日07:00-11:00停电：10kV
孟庄线勤业61幢配变、勤业83幢配变、勤
业88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梅村线邹区
泰村刘巷韩家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孟阳线孟河
猛将界埂南配变；

09月30日08:00-17:00停电：10kV

赣西线高氏飞宇支线15号杆后段；
10 月 09 日 08:00- 09:30 停 电 ：

10kV铁北线北环小学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消，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陆润炎遗失2015年 8月 18日签发的
320404197106300014 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华瀚博遗失O320687591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霍沭澎遗失18011707号常州工学院学
生证，声明作废。
△许筱涵遗失S320263147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常州市龙圩机械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苏
D63293道路运输证，编号：01357046，声
明作废。
△耿建梅遗失0000870230号武进中医院
住院发票，声明作废。
△天宁区兰陵玩家电子经营部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杨磊遗失 2017 年 5 月 25 日签发的
321023198610184019 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方若舟遗失I320115845号医学出生证
明，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40-4

09月25日22:00-09月26日10:30停
电：10kV晋投线东下塘5号环网柜:晋陵投资
集团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晋陵投资集
团等天宁等相关地段）（临检）；

09月25日06:00-14:30停电：10kV
双马线百德林C107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
宣胜金属科技、澄溪市政建设、旭尔发焊业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泥河线全线（停电范围：双马医
疗器材、巨蟹环保科技、华伟医疗用品等郑
陆等相关地段）；

06:00-15:30停电：10kV薛汤线芮庄
西站97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联丰镜面辊
制造、冠军铁业制造、金钥匙机械等薛家、罗
溪等相关地段）；

10kV包家线奥林A1931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亚伟铸造厂、霓达精密传动、公牛泵
业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吕南线全线（停电范围：宏肯企业、
铸越机械、福兰特轴承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6:30-11:30停电：10kV云东线美嘉服

饰A159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常飞厂宿舍部
分、富都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溢豪吉祥汽车服
务、云田家具等花园、五星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燕兴二线黄河
东路#3环网柜：黄河东路#1箱114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燕兴社区等河海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西姚线卫翔机
械C117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耐搏草坪、卫
翔机械、悦耀电气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9月26日08:00-16:30停电：10kV
旺贤线富源机械厂A1039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海港机械设备厂、丰和机床附件、科普
特佳顺机床附件等罗溪、汤庄等相关地段）；

09月27日07:00-15:30停电：10kV
江边线飞宇化工A1966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顾村线全线（停电范围：英科环
境科技、城市照明管理处、永迈循环科技等
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龙江线全线（停电范围：洪珠化学
品、红太阳药业、寅盛药业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龙三线全线（停电范围：力昊化
学发展、诺德化工新材料、扬瑞新材料等春

江等相关地段）；
09月 28 日 23:00-09 月 29 日 01:30

停电：20kV锦珑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国宾
花园部分、美林湖花园部分、锦珑湾花园部
分、无锡九龙仓物业管理、中海宏洋物业管
理等三井、百丈、河海、龙虎等相关地段）；

20kV广电二线全线（停电范围：常州
广播电视台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上院二线全线（停电范围：万达广
场部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恐龙二线全线（停电范围：波尔
曼旅游投资发展、迪诺水镇大剧场、迪诺水
镇商业管理等安家、百丈等相关地段）；

20kV福记线香树湾馨苑#1中间变电所：
福记线22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锦绣华府部
分、廊坊荣盛物业服务、商盛商业管理、荣万家
生活服务股份等三井、河海等相关地段）；

09月29日07:00-13:30停电：10kV
东岱线常金路#12环网柜：北港小陆家塘支
1130开关至发得B1242开关（停电范围：松
涛苑部分、申达经编、团宝商贸、港云投资管
理等花园、五星、北港、西林等相关地段）；

10kV白鹤线西林变至前钟村B1241

开关至丁香苑 1 号中间变电所：白鹤线
1110开关（停电范围：松涛苑部分、冠英小
学、明德实验中学、第五中学等怀德、花园、
五星、北港、西林等相关地段）；

09月30日06:30-13:30停电：10kV
和平线一中北路 1 号环网柜：升仙弄配
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升仙弄部分等天
宁等相关地段）；

10月09日07:20-14:00停电：10kV
高创线青洋路#6环网柜：高创线1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华鑫车辆配件、黑牡丹股
份、裕源灵泰面料科技等天宁、青龙等相关
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圩渡线常
茂生化16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排水管理
处、新北区春江镇水利农机管理站、圩塘轮
渡等春江等相关地段）；

10kV汽渡线全线（停电范围：清红化
工等圩塘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河中线康
华医疗C145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凯寿医
用器材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港龙二线

万福路#3环网柜：西一46幢支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西新桥综合市场部分等荷
花池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9月25日07:00-11:00停电：10kV

锻焊线机械118幢配变、机械34幢配变、机
械99幢配变；

12:00-16:00停电：10kV金家线清潭
50幢配变、清潭66幢配变；

09月26日08:00-14:30停电：10kV
旺贤线汤庄旺贤桥配变；

09月27日07:30-14:30停电：10kV
汤新线87#杆至高能建材G1101开关；

10kV 港池二线葛家村支线 1 号杆
后段；

09月29日07:00-11:00停电：10kV
孟庄线勤业61幢配变、勤业83幢配变、勤
业88幢配变；

08:00-12:00停电：10kV梅村线邹区
泰村刘巷韩家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孟阳线孟河
猛将界埂南配变；

09月30日08:00-17:00停电：10kV

赣西线高氏飞宇支线15号杆后段；
10 月 09 日 08:00- 09:30 停 电 ：

10kV铁北线北环小学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消，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陆润炎遗失2015年 8月 18日签发的
320404197106300014 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华瀚博遗失O320687591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霍沭澎遗失18011707号常州工学院学
生证，声明作废。
△许筱涵遗失S320263147号出生医学证

明，声明作废。
△常州市龙圩机械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苏
D63293道路运输证，编号：01357046，声
明作废。
△耿建梅遗失0000870230号武进中医院
住院发票，声明作废。
△天宁区兰陵玩家电子经营部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杨磊遗失 2017 年 5 月 25 日签发的
321023198610184019 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方若舟遗失I320115845号医学出生证
明，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余俊
杰）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向好，
今年国庆中秋节小长假旅游消费市场有
望快速恢复。文化和旅游部 23 日发布
公告，提醒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游线路，
错峰出行，做好个人防护。

文化和旅游部提示，游客应提前了
解和查询旅游景区疫情防控、门票预约、
客流限制等措施，做到“无预约、不出
游”，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不利的旅
游目的地。

据美团研究院 9 月 22 日发布的分
析报告，今年国庆中秋节假期的住宿消
费有望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甚至出现
小幅增长，景区消费则可能恢复至往年
的 90％左右，旅游消费达到疫情后的新
高点。

报告数据显示，与今年五一假期和
端午假期相比，9 月上半月异地游的景
区门票订单数大幅上升，异地游订单占
比 已 达 47％ ，其 中 跨 省 游 订 单 占 比
30％，比端午假期增长近两倍，显示出
游客长途出行的意愿更加强烈。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

国庆中秋出游
做好个人防护

据新华社长沙9月23日电 幼
儿园女娃踩着高跟鞋跳拉丁舞，结
果扭伤脚踝；4 岁幼儿玩蹦床，摔伤
导致肘关节骨折⋯⋯记者调查发
现，许多培训机构开设了少儿拉丁
舞培训班、少儿蹦床班等，一些家长
趋之若鹜，练习者低龄化趋势明显。

专家们表示，儿童身体机能不
成熟，不能像成人一样进行太剧烈、
强度大、时间长的运动。在自身身
体条件存在局限、教练水平不高以
及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儿童
从事“成人化”运动很容易导致骨关

节及韧带损伤，致骨生长发育畸形，成
年后肢体长短对应不一，影响关节、肢
体外形及活动。

专家们表示，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
还是强身健体，孩子应进行与他们年龄
相符的、常见的体育运动项目。湖南省
人民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康复治疗
师王洪涛建议，对于小学生和幼儿园孩
子，应结合生长发育特点，选择一些提
升平衡感和灵敏度的运动，如：跳绳、仰
卧起坐、抛球、踢球、丢沙包、健身操等，
不宜进行举重等负重训练，也不宜选择
拉丁舞、蹦床、攀岩等成人化运动项目。

儿童运动“成人化”伤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