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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柒加壹食品有限公司：
经调查，你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存在拖欠袁璐、曹书霞等26人工资的违法行为。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

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我单位有权

对你公司上述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制止、责令改正，有权责令你公司支付
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责令你公司支付赔偿金。

现责令你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请你公司在2020年8月11日前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单位。如果逾期
拒不履行本限期整改指令的，我局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第（三）项规定，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同
时依据《关于涉嫌劳动保障犯罪案件移送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将涉嫌劳动保障
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临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8月4日

声 明

河南省临颍县南关幸

福路11号楼1单元12号赵

琼 （ 身 份 证 号 ：

411023199912296522）现更

名为赵妍熙。

赵琼

2020年8月4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临人社监令字〔2020〕第2号

于孟德：
经调查，你在承包临颍县华泰游客中心项目中存在拖欠赵狗卯等

12人9万元工资的违法行为。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

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
工资”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我
单位有权对你上述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制止、责令改正，有权责
令你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责令你支付赔偿金。

现责令你于2020年8月10日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严格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请你在2020年8月11日前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单位。逾期
拒不履行本限期整改指令的，我局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作出行
政处理决定，同时依据，《关于涉嫌劳动保障犯罪案件移送的规定》等有
关规定将涉嫌劳动保障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临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8月4日

提示公告
漯河市汇成置业有限公司因欠借款无法偿还，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后进入强

制执行程序。漯河市汇成置业有限公司用其开发建设的汇成商务中心17层整层、
19层整层和18层1805～1808号房屋向债权人（强制执行申请人）抵偿无法偿还的
债务。现执行申请人公开对外发布提示公告，如与漯河市汇成置业有限公司因上
述抵债房屋有买卖、抵押、装饰装修、租赁等其他纠纷的个人或者公司，请尽快自
行提出并解决相关问题。

谨此特别提示 联系人电话：18503999296
公告人：彭文江 2020年8月4日

公 示
我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豫交运管许可漯字411100002025），业户名称
由漯河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漯河市公交
集团有限公司。

特此公示
漯河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临人社监令字〔2020〕第1号

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依据《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漯政土【2020】114号），市政府依法收回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其土

地登记，废止土地使用证书。

序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位置 土地用途 使用权类型 土地证号 登记面积（m2） 收回面积（m2）备注
1 漯河中投置业有限公司 淞江路北侧 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 漯国用（2011）第002235号 4865.80 4865.80

2 漯河中投置业有限公司 淞江路北侧 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 漯国用（2011）第002236号 34504.10 4712.41

合 计 39369.90 9578.21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4日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楼号） 售房单位 售房面积（m2） 房屋坐落
住宅 非住宅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40号 昌建五悦里观璟3号楼 漯河市昌建融江置业有限公司 15333.78 郾城区牡丹江路北侧、凉山路东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41号 漯河建业丹江府6号楼 漯河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10077.3 西城区丹江路北侧、太白山路西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42号 悦璟6号楼 漯河市昌建融联置业有限公司 15304.81 郾城区岷江路北侧、泰山路东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43号 锦绣江南小区二期22号楼 漯河市盛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776.12 郾城区淞江路南侧、邙山路东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44号 漯河绿地城3区项目7号楼 漯河绿峰置业有限公司 6843.75 西城区泾河路北侧、宝塔山路西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45号 紫云庭小区2号楼 漯河市匡胤置业有限公司 9587.4 1658.57 郾城区昆仑路与海河路交叉口东侧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告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以下房地产项目进行

审查，已办理预售许可证，现予以公告（未经授权，不得翻印）。
截至2020年8月3日预售证

2020年8月4日

●编号为O410305718，姓名为杨昊夕，出
生日期为2014年8月14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M410693901，姓名为李沐辰，
出生日期为2012年8月27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李桂花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 流 水 号 ：32903，证 书 编 号 ：
4111030033131），声明作废。
●漯河市秀美尔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丢
失 河 南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
041001900105， 号 码 ： 09398104～
09398205， 09451601～09451747，
09386691～09386840），声明作废。
●编号为G411385012，姓名为刘文龙，出
生日期为 2006 年 12 月 30 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记者 安 蓓
51.1%——最新公布的7月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继续回
升，连续 5 个月位于荣枯线以
上，释放出市场主体信心持续增
强的积极信号。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近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
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一系列新进展、新变
化，彰显党中央坚强领导、科学
决策，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和亿万人民创造伟力，彰
显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强劲韧性。

抓好双统筹
稳住基本盘

向好！近期一系列指标传递
出中国经济“回暖”信号。

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3.2%，增速比一季度跃升10个百
分点；6 月份，货物贸易出口、
进口首次迎来年内双双同比正增
长，财政收入同比增速由负转
正……

“中国经济二季度表现超出
预期。”路透社如此评价。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建筑工地
上，工人们正戴着口罩有序作
业，室外景点和建筑已初具雏
形。“在多方支持下，项目得以
在全球疫情复杂变化中及时有效

复工复产。”北京环球度假区总
裁兼总经理苗乐文说。

已减免社保费 9 万余元，预
计全年减免约20万元；在政府部
门帮助协商下，租金减免 90 万
元……“这真是‘雪中送炭’！”
杭州空港宝盛道谷酒店财务负责
人姚林敏告诉记者，受疫情影
响 ， 酒 店 营 业 额 一 度 下 降 近
70%，多亏国家政策支持，才能
度过“寒冬”，留住公司 40 多名
员工。

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
全年减税降费超 2.5 万亿元，推
动金融机构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
1.5万亿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企
业给予政策支持……今年以来，
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为提振市
场主体信心、稳住经济基本盘提
供有力支撑。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所长亚当·波森认为，中国在疫
情暴发后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
施，是经济快速复苏并走在世界
前列的关键。

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我
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
持续存在。

“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以落实‘六稳’‘六保’
任务为抓手，以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为牵引，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坚决稳住经济大盘。”国家发展
改革委综合司司长严鹏程说。

把握新机遇
构建新格局

浙江传化大江东生产基地数
据中心的大屏上，生产数据密密
麻麻、实时滚动。

传化化学大江东基地副总经
理管铖烽说，通过采集订单关键
数据，系统自动分析，相应调整
原料、设备、能源供给。“不仅
实现个性化定制与大规模生产兼
容运行，也实现消费需求与生产
一体化有效连接。”

网络购物、直播带货持续火
热，居家办公、远程问诊、在线
教育快速扩张，产业数字化、智
能化趋势更加明显，新个体经济
等就业新模式快速成长……疫情
防控期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逆势上扬，为中国经济转型按下

“快进键”。
“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

“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系列
部署为中国经济危中寻机、主动
求变指明方向。

6 月初，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重大项目沪苏湖铁路开工，这条
铁路总投资约380亿元，将成为贯
通长三角东西区域的智能大动脉；

6月中旬，贵州省101个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项目集中开工，项
目涉及公共卫生、文化养老、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总投资
超过600亿元……

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超九
成；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已发行
2.24万亿元、支出1.9万亿元，全
部用于补短板重大建设……当下
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同频共振，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向
纵深推进，居民消费需求持续释
放，围绕供给提升和消费升级，
补短板、锻长板，稳投资既拉动
当前内需，又夯实未来发展，空
间巨大。

蓬勃生长的中国市场，吸引

越来越多企业扎根发展。
2 月复工复产以来，杭州久

积控股有限公司抓住出口转内销
的新机遇，生产线运转不停，订
单源源不断。“在政府支持下，
企业加快培育内贸市场，近期仅
宠物商品就新增 2000 多万元订
单 ， 全 年 销 售 额 有 望 超 过 去
年。”董事长久积三郎说。

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发
生深刻变化，传统低成本优势
有所削弱，新的发展优势加速
崛起——

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
的工业体系，拥有包括 4 亿多中
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
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拥有 1
亿多市场主体和 1.7 亿多受过高
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
才，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
展阶段……

这是中国经济应对风雨挑战
的信心所在，是加快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底气所在。

改革开新局
开放加速度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等 6 个自
贸港重点园区推广适用特别极简
审批、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首个全球同步应用创新
药品获批使用、调整海南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明确自贸港高端紧
缺人才个税政策和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公布两个月来，一系列政
策密集落地。

“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

商环境”“继续扩大开放”……
应对挑战，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数字
化助推治理创新——

疫情防控中主动服务企业、
简化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办理手
续，电子发票、在线办税、远程
审批等进一步推广，放宽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
制……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
赞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取得
巨大成就，与全球分享中国改革
经验。

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
新局，一系列重磅举措相继落
地，频率之高、分量之重，备
受关注——

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到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从新时
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意见，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再缩减；从网上举办第 127
届广交会，到高质量稳步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

展览规模更大、展区设置更
优、展商质量更高，正在紧密筹
备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向世界释放出中国开放大门
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积极信号。

松下集团去年决定设立总部
设在北京的区域性事业公司，这
是松下成立百年来首次将经营决
策机构放在日本以外国家。“中
国宣布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我们充满
期待。”松下电器 （中国） 有限
公司总裁赵炳弟说。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危机中育新机 变局中开新局
——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述评之一

8月1日，在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农产品市场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商户整理成箱的桃子。为
保障全市居民日常餐桌供应，目前，乌鲁木齐市所有农贸市场均已正常营业，同时加大现场检查力度，
确保出入人员身体健康。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大连8月3日电 辽
宁省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赵作
伟3日表示，大连本次疫情可初
步排除国内本土病例传播的可
能，推测由境外输入引起的可能
性不能排除，疫情溯源工作在国
家和辽宁省专家组指导下正在紧
锣密鼓进行中。

赵作伟说，通过初步流行病
学调查发现，大连本次疫情中病
例最早于 7 月 9 日发病，大连凯
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病例的
发病时间早于该公司之外病例，
提示本次疫情可能起始于该公司
海产品加工车间，之后在该车间
迅速传播，并往外扩散。据了
解，该车间共有60名工人及管理
人员感染，罹患率高达61.9%。

“来自凯洋公司内外感染者

样本的病毒基因序列高度同源，
表 明 本 次 疫 情 为 同 一 个 传 播
链。”赵作伟表示，通过个案流
调和大数据比对，未发现大连本
次疫情与近期北京、新疆病例相
关联的线索，病例标本的基因测
序结果显示与我国本土流行的新
冠病毒基因型不同，也排除与乌鲁
木齐、北京新发地、吉林舒兰、哈
尔滨和绥芬河疫情的关联性。

赵作伟表示，目前已基本完
成整个大连城乡地区的核酸检测
工作，现有病例主要集中在甘井
子区大连湾街道，占全部病例的
83%。疫情发生范围相对局限，
未发生更大范围的社区传播，但
也要高度警惕非大连湾地区的聚
集性疫情及社区传播发生的可
能。

大连疫情初步排除国内
本土病例传播的可能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违反廉洁纪律，无偿接受

地 方 财 政 部 门 安 排 的 家 政 服
务……”近日，出现在一名落马
司局级干部身上的案情细节引起
关注。这再次发出警示：腐败的
形式花样翻新，贪便宜往往是滑
向腐败深渊的开始。领导干部面
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投其所好的
献媚，须时刻保持警醒，防微慎
微。

有人痴迷于出书、写字等
“雅好”，利用公款职权造势敛
财，有人出差公干时故意不按要
求带西服，等着“人家”置办安
排……近年来查处的官员腐败案
件中一再爆出花样翻新的腐败行
为。

面对花样翻新的诱惑，日常
更需防微杜渐。一些官员腐败案
件显示，小贪小错一步步累积，
终会演化成惊天大案。很多官员
的堕落轨迹是从一条烟、一瓶
酒、一个红包、一次宴请开始逐

渐放松警惕、失守底线。“微腐
败”就像不断滋生的细菌，日积
月累就会导致疾病缠身；小管涌
不堵住就可能导致大塌方，甚至
破坏政治生态。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思想上滑了坡、裂了缝，
各种歪风邪气和腐败行为就会乘
虚而入。少数党员干部忘记了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
一根本问题，是淡漠宗旨意识、
背离初心使命、放松党性锤炼的
表现。

面对不断变化、日益隐形的
腐败形式，需要瞪大眼睛分辨真
相，抽丝剥茧剖析实质。无论贪
腐的手法如何隐蔽，都难掩其以
公权谋私利本质。需要出现就
查、露头就打。

新华社福州8月3日电

盯紧腐败花样
“七十二变”

8月3日，碗米坡镇首八峒村，村民在抢修大棚。
受近期多轮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影响，位于湖南省保靖县碗米坡

镇首八峒村的易甸园水果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大棚内上百株火龙果枝
条受损，当地村民正抓紧抢修大棚，降低灾害损失。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摄

灾后重建 恢复生产

新华社郑州8月3日电（记
者 翟 濯）记者从河南省郑东新
区管委会获悉，近日郑州市郑东
新区自动驾驶公交 1 号线开通，
不仅实现了无人驾驶的新方式，
也标志着郑州智慧交通建设新时
代的到来。

此次运行的自动驾驶公交项
目，采用 5G 信号覆盖、车路协
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结
合智慧站台、智慧场站等一体
化管控系统，实现驾驶车辆智
能监控、安全预警和与其他社
会车辆的同域协同运营。项目
线路全长17.4公里，沿线共设置

数字化站台 19 组、34 座，首批
上线宇通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 12
台。

据介绍，目前郑州市已确定
“智能路”+“智能车”并重发展
的战略目标，分近期 （2022）、
中期 （2030）、远期 （2035） 三
个阶段实现自动驾驶全场景全覆
盖，其中优先发展服务民生的自
动驾驶应用，并通过先行先试核
心发展区和一般区域，逐步推进
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

目前，郑州智能驾驶公交车
还处于试运营阶段，市民可免费
乘车体验。

郑州开通常态化运行
自动驾驶公交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