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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封路通告
由于盖普线义尔岭二号桥

危桥（K21+628）重建工程施工，

需全幅封闭盖普线 K21+500-

K21 + 900 区 段 。 封 闭 时 间 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

行庄西线、黑大线。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局公路总站

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8月29日

遗失声明
▲大连博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辽 BK9941 营运证正本丢

失，号码20069733，声明作废。

▲大连博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辽 BK9941 营运证副本丢

失，号码20069733，声明作废。

▲阜新煤矿集团职工吴永刚因 2018 年的取暖费发票（号

码：01636963）遗失，特此声明。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模拟机动勤务训

练场建设工程

项目地点：辽阳市白塔区

招标规模：水泥混凝土场地

建设

合同估价：约124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9月3日17时。（报名有效期不

少于5天）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物资

采 购 网 http://www.plap.cn 查

询。

联系人：张艳国

电话：13998950086

中国人民解放军31700部队保障部

2019年8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辽宁党刊集团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军用公路中修项

目

项目地点：辽宁省本溪市溪

湖区

招标规模：市政公路项目

合同估价：约73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8月30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

网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赵捷

电话：18624460037

联系人：刘宗宝

电话：18841267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31700部队保障部

2019年8月26日

关于对丹东市新区体育中心和污水治理工程配套
管网及泵站建设工程欠款专项清理的公告

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关于解决政府欠款问题，
我局近期将对新区体育中心工程项目中已通过财政审定最终造价的工程项
目进行专项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望各债权人对照欠款范畴，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60日内持与原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协议）、财
政审结报告及财务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向我局确认债权关系。

联系地址：丹东市振兴区五经街六号（原丹东市住建委）
联系人：王嘉瑶 联系电话：0415-2120533
特此公告

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封路通告
因省道奈石线小新立屯桥桥梁拆除重建工程施工需

要,拟对奈石线K79+181至K79+191段进行全幅封闭。封

闭日期：2019年8月30日至2019年10月30日。

道路封闭期间，小新立屯桥单侧开设便道，请过往车

辆按现场行车警示标志减速安全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中北建工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一）
2万元=10万元，这是生意人刘建

雄算的一笔“教育投资账”。
3 年前，刘建雄从福建宁德来到

广州做茶叶生意，在荔湾区石围塘街
道的南方茶叶市场经营一家茶叶档。
眼瞅着女儿快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办
居住证列上了夫妻俩的日程表。

如果没有居住证，他的女儿只能
上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餐费、保险
费等加一起近8000元，6年就是近10
万元；而有了居住证，他每学期可省去
6000 多元的学费，6 年下来只用交不
到2万元。

两天前，8月27日，刘建雄约房东
一起来到石围塘街道来穗人员和出租
屋服务管理中心办证。手续之简单超
出意料：房东先提交材料确认双方租
赁关系，刘建雄出示夫妻身份证，再现

场填写一张居住证申领表，不到20分
钟即拿到了回执单。

“别小看这张证，里外里就能为我
们一家省下 8 万元钱。”刘建雄笑着
说，这是摸得着的实惠。

如此便利的办证过程，放在过去
多年之前，许多像刘建雄一样的外地
人想都不敢想。那时，即便费钱费时
办下的证，还带着一个“暂”字。

（二）
“漂泊异乡”，曾是41岁的杨顺生

用了14年的网名。
2001年，从广西柳州来深圳龙岗

打工的杨顺生，成为一家电脑厂的作
业员。跑了几趟派出所，他拿到了人
生第一张暂住证。

“那时老婆从老家过来看我，由于
没有暂住证，我们都不敢出门。”在杨
顺生看来，当时的暂住证相当于一张

出门的“护身符”，“有了暂住证，就不
用提心吊胆地上街。”

2003 年，杨顺生换了工作，月收
入从千余元涨到了 4000 多元。收入
变了，但暂住的身份依然没变。

得益于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启动的
居住证制度改革，杨顺生前几年终于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居住证。

“暂”改“居”，一字之差，带给杨顺
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几年，孩子读公立学校没有花
一分钱，他还摇号购买了小轿车。如
今，他把网名改成了“心系家乡”。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是杨顺
生这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走过的路。

改革开放以来，亿万民众从农村
涌进城镇，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
一分子。然而，由于“作客异乡”的
身份，让他们遭遇“同城不同待遇”
的窘境。

“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
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
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深入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强调“城镇化是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指出“推进城镇化的
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
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
民化”。

（三）
这场改革惠及亿万民生。对于

“村改居”的老百姓来说，户籍制度改
革的红利开始显现。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共发放居住证7800余万张。从3年多
的实践看，居住证的“含金量”逐步提
高。以住房保障为例，据上海、深圳、
福州、苏州4个城市统计，通过纳入公
租房保障范畴，为居住证持证人年均
节约费用2500元左右。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反映
了自古以来中国人作客他乡的心情。
如今的中国大地，越来越多的人从“他
乡异客”变身“新市民”，开启了“此心
安处是吾乡”的全新生活。

记者 周科 毛鑫 杨帆 熊丰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张居住证里的为民情怀 据新华社开罗8月 28日电

（记者李碧念）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28 日举行招待会，欢送获得 2019
年度中国政府奖学金的 364 名埃
及赴华留学生。

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在招
待会上说，2019年度共有364名埃
及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他
们在中国大学的学习领域包括航

空航天、生命科学、海洋科学、机
械工程、计算机等。近年来，中国
培养的埃及青年科技人才已有上
百名，中国愿全力帮助埃及培养
未来人才。

近年来中埃两国不断加强教
育领域合作，埃及每年获得中国政
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数量位居非洲
国家前列。

364名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
埃及学生即将赴华留学

8月28日，消防员在玻利维亚罗沃雷附近的林区灭火。连日来的火
灾已导致玻利维亚罗沃雷附近的大片森林和田地被毁。 新华社发

玻利维亚发生森林大火

英国议会“被放假”首相强推“脱欧计”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28 日
宣布延迟议会复会，日期拖后至 10
月14日，即距离英国脱离欧洲联盟
期限两周。枢密院随后发布声明，
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批准
这一计划。

约翰逊的举动激怒反对“无协
议脱欧”的议员。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约翰·伯科
指认政府这一举动“违反宪法”，说
没有接到政府通知。

“显而易见，休会目的是阻止议
会辩论‘脱欧’和为国家制定方向行
使职责，”伯科说，“关闭议会违反
程序”。

英国议会 9 月 3 日结束夏季休
会。按传统，议会 9 月 14 日再次休

会，直至10月2日，缘由是三大主要
政党那段时间各自举行年度会议，
而约翰逊希望议会推迟12天复会。

反对“无协议脱欧”阵营的议员
指认约翰逊向议会“宣战”。反对党
工党副党魁汤姆·沃森说：“这一举
动完全是公然冒犯……令人震惊。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工党财政事务
发言人约翰·麦克唐奈把这一做法
比作“政变”。

英国6个反对党的领导人27日
宣布，将以立法方式迫使约翰逊再
度申请推迟脱欧日期，阻止10月底
可能发生的“无协议脱欧”。

法新社报道，约翰逊有意挤压
反对“无协议脱欧”阵营的时间，让
他们无力阻止英国 10 月 31 日如期

“脱欧”。首相府方面27日指认反对
党企图“破坏”政府与欧盟就“脱欧”
事务的磋商。

约翰逊预期 10 月 17 日至 18 日
最后一次出席欧盟峰会。无论能否
与欧盟达成协议，这次峰会可能就
英国“脱欧”做出最终决定。

约翰逊说：“这次关键的峰会将
为双方留出充足准备时间，为议员
们留出充足时间辩论欧盟、‘脱欧’
和其他所有议题。”

他说，如果说让议会延迟复会
是为防止议员们阻碍他的“脱欧”计
划，那“完全错误”。按他的说法，这
么做是“为国家‘脱欧’后的新生，提
出一项新的、大胆而有雄心的立法
程序”。 据新华社特稿

8月28日，在英国伦敦，人们在议会大厦外抗议。 新华社发

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 29
日裁决，退回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贪
腐案至二审法院、即首尔高等法院
重新审理。朴槿惠当天没有出庭。

韩国最高法院要求，首尔高等
法院分开审理朴槿惠面临受贿指
控与其他指控，缘由是依据《公职
选举法》，涉及总统等当选官员的
案件中受贿指控需要与其他指控
分开审理。

韩国媒体报道，朴槿惠的刑
期因而可能延长，缘由是法院审

理关联多项指控的案件时，一般
不会针对每项指控都判处最高
刑罚。

韩国最高法院认为，首尔高等
法院先前裁决三星集团贿赂时任
总统朴槿惠时，对构成贿赂的理解
过于狭隘。具体指的是，三星集团
涉嫌花费巨款为朴槿惠密友崔顺
实之女购买三匹马术用马，而首尔
高等法院先前没有认定那三匹马
是贿赂。

据新华社特稿

韩最高法院
把朴槿惠案退回二审法院重审

新华社法兰克福8月28日电
（记者沈忠浩 左为） 欧洲央行银
行业监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亚·恩
里亚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
应对英国“脱欧”，将有 24 家银行
从伦敦搬迁至欧元区，预计资产转
移总规模达 1.3 万亿欧元，其中 7
家银行将由欧洲央行直接监管。

恩里亚指出，为应对英国“脱
欧”，包括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情

况，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已敦促英
国银行业提前做好所有必要的准
备，包括申请牌照、有序转移资产、
明确运营模式、在欧盟新设分支机
构等。

从 2014 年 11 月起，欧洲央行
全面承担欧元区银行业单一监管
职能，目前直接监管欧元区最主要
的114家银行，这些银行占欧元区
银行业总资产的82%。

欧洲央行表示
24家银行将从伦敦迁至欧元区

据新华社达卡8月29日电（记
者刘春涛）孟加拉国政府部门最新数
据显示，孟境内今年已报告登革热病
例逾6.7万例，已确认导致52人死亡。

据孟加拉国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下
属卫生服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8
月27日8时至28日8时，全国新增登
革热病例 1157 例，其中首都达卡 551
例。近来每日新增病例数比本月早些
时候有所下降。截至28日，有5222名
患者在全国各地医院接受治疗。

登革热疫情暴发以来，孟加拉国
政府部门加大了灭蚊力度，同时要求
民众及时清理住所附近水体，减少适
合蚊子产卵的环境。

今年东南亚地区登革热疫情来势
凶猛，多国病例数量大幅超去年同期。

孟加拉国已报告
登革热病例近7万

据新华社华盛顿 8月 28 日电
（记者杨承霖 高攀）美国财政部长姆
努钦28日对媒体表示，美国财政部目
前无意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姆努钦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无意干预外汇市
场，但情况未来可能发生变化。他还
说，考虑到美元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
如需对其进行干预，最佳方式是配合
行动。

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
指数在姆努钦作出上述表示后小幅走
强。彭博社认为，干预外汇市场主要
需要美联储的配合，仅凭美国财政部
的力量难以改变美元市场走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在社交
媒体上表达对强势美元的不满，一再
表示强势美元让美国更难与别国竞
争，甚至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这
方面“什么都没做”，引发各界对美国
政府可能干预美元走势的担忧。姆努
钦此前曾表示，稳定的美元币值非常
重要。

美财长称
无意干预美元汇率

据新华社东京8月 29日电
（记者刘春燕）受日本加强对韩出
口管控影响，今年 7 月，日本向韩
国出口半导体材料氟化氢的数量
比前一个月下降八成以上。

日本财务省29日发布的统计
报告显示，7月日本对韩国出口氟
化氢 479 吨，环比下降 83.7%。财
务省官员表示，氟化氢出口量是政
府评估出口管控影响的重要数据。

日本经济产业省从7月4日开
始对出口韩国的氟聚酰亚胺、抗蚀
剂和高纯度氟化氢加强审查与管
控。这三种半导体材料是智能手
机、芯片等产品的重要原材料。

在本次日韩贸易摩擦之前，日
方对向韩国出口的企业发放长达
三年的出口许可；而加强对韩出口
管控后，经产省对每份交易合同逐
一审批。

日对韩半导体材料出口大幅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