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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铜仁市碧江区黑冲卤味小吃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206020112245
（1-1），特声明作废。

铜仁市碧江区黑冲卤味小吃店
2021年6月4日

遗失声明
不慎遗失贵州麒龙集团（铜仁）会展置业有限公

司，铜仁国际会展城-A2区，房间：K13栋1层1-13号
房，购房房款收据 1份，收据编号：HZ020808，金额：
91986元，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李恒
2021年6月4日

遗失声明
不慎遗失贵州省铜仁麒龙学府1号，房号：一期-

5栋洋房-1-602号，购房房款收据 3份，定金+首期，
收据编号：XF0107050，金额：237876元，物业维修基
金，收据编号：XF0107051，金额：5081元，银行按揭，
收据编号：XF0109498，金额：380000元，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赵韦
2021年6月4日

减资公告
贵州爱联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602569217159C，原注册资本 1008万元人民币
减资到现注册资本 308万元人民币，经本公司股东会
（出资人）决定，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羽芹
联系电话：15885188885

贵州爱联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6月4日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牛羊定点屠宰加工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信息公布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资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纸质报告书查阅途径：请到铜仁市百凡工程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牛羊定点屠宰加工场建设项目周边个
人及团体。

三、公众意见网络链接公众调查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eiabbs.net/thread-447828-1-1.html
四、征求公众意见提交
建设单位：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田主任 联系电话：13984466771

单位地址：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环评单位：铜仁百凡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工 联系电话：18113125397
单位地址：铜仁市碧江区川硐街道墨香苑A区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6月4日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牛羊定点屠宰加工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1917年随

父母来到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
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奔
赴南京、广州、武汉和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等地采访。
在陕北和晋绥抗日根据地，他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等
领导人，也与群众广泛交流。

1939年，他撰写的《人民之战》一书在伦敦出版，以
亲身见闻讲述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后来，他离开中
国，相继写下《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札记》等著
作，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

1951年，他回到中国。他参与筹办了《中国建设》
（现名《今日中国》）杂志。几十年中，爱泼斯坦为这本杂
志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今的《今日中国》杂志，已
发展成为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多
语种文版的综合性月刊。

爱泼斯坦的事业，远不只《中国建设》这一本杂志。
他多次参与到毛泽东、邓小平选集英文版的出版以及中
共中央重要文献的英文定稿工作。此外，他还多次奔赴
西藏，深入了解西藏社会，写就《西藏的变迁》一书，向世
界介绍了西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进步。

爱泼斯坦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热爱中国，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
和挚爱的新闻事业。在其回忆录《见证中国——爱泼斯
坦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
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
运联系在一起。”

2005年 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走完他光荣而不平凡
的一生。去世前，他对身边人说：“中国之所以产生巨大
的国际影响，根本在于它取得的巨大进步，但这还只是
一个开始。和过去一样，前进道路上还会有很多阻碍和
磕绊，可是进步仍将继续。”

人民日报记者 原韬雄

马海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
国人物”。荣获“最美奋斗者”“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称号。

“国初首入华籍，更殚厥心，遍驰其迹，倾力于防治
麻风之鸿业，泽被杏林。”在中国度过五十五载春秋的马
海德，创造了诸多“第一”：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
国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 9月 26日出生在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个阿拉伯移民家庭。1933年
11月，刚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乔治听说在上海一带流
行着一种东方的热带病。同情心促使他下决心越过重
洋，到中国去为苦难的人民解除病痛。

1936年，在宋庆龄推荐下，两个外国人出现在中国
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驻地：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另一
个名叫乔治·海德姆。几个月后，斯诺完成采访，离开陕
北，之后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乔治·海
德姆自愿留在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军的卫生部顾
问。1937年，他跟随周恩来到宁夏工作，看当地大多数
回族兄弟姓“马”，于是他把“海德姆”调过来成了“马海
德”。同年，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崇高的国
际主义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解放区军民服务，并在对外
交往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海德加入中国国
籍，对此他深以为傲。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顾问，投入到新中国卫生事业的火热建设
中。像战争年代时那样，马海德仍亲赴医疗一线，坚持
为病人服务。

在之后10年中，他带医疗队上山下乡，足迹遍布全
国除台湾和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后来，马海德又把精力
转移到医治麻风病上。

去世前一个月，马海德强忍着病痛，召集云南、贵州
等省份负责防治麻风病的工作人员开会，研究同国外合
作的问题。在病床上，病危的马海德还要求妻子为他读
有关麻风病的材料和信件。

1988年，马海德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满怀深情
地对亲友们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
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笔耕不辍 见证中国

人民日报记者 高炳

马海德：

精神崇高 医术精湛

爱泼斯坦：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6月 2日晚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
卡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哈是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中哈友好具有深厚根基和强大动
力。今年对中哈两国均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哈萨克
斯坦即将迎来独立30周年。中方愿同哈
方携手并肩，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
发展、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使中哈关系好上加好，两国人民亲上加

亲，两国发展拥有更美好的前景。
习近平强调，中哈在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福祉，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
双方要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加强产能、贸易、农业、基础设施等
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同时
着力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电子商务、
数字金融等领域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共
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
路”、“数字丝绸之路”。中方愿同哈方深

化远程医疗、传统医学等领域合作，继续
为哈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帮助和支
持。双方还要加强执法、安全、防务等领
域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宁。

托卡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
导下，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人
民迈着坚定步伐行进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上。中方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主张
得到国际社会赞赏和支持，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进一步印证了中方倡议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使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丰富时代内
涵。哈中是名副其实的永久全面战略伙
伴，任何情况下哈方都决不会做损害中
方利益的事。哈方感谢中方为哈抗击疫
情提供疫苗等宝贵支持，愿同中方不断
巩固、深化哈中关系，扎实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卫生等领
域合作，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地
区和国际组织框架下的沟通协作。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6月 2日晚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
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阿双方相互支持、
共克时艰，体现了真正的朋友情谊。中
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中国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阿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
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大相互

支持，以明年庆祝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
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阿塞拜疆人
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视阿
方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合作伙伴。双
方要共享机遇、共谋发展，规划好、推进
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愿从阿方
进口更多优质特色产品，支持中国企业
赴阿投资兴业，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合作。双方要深化国际运输和物流合
作，促进亚欧运输走廊建设，提升区域互
联互通水平。中方愿同阿方加强医学领
域交流合作，继续为阿方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提供疫苗等帮助。中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愿同阿方加强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减贫事业。

阿利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感谢中方为阿方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医疗物资、疫苗等宝

贵援助。阿中两国在政治、经济、交通运
输等各领域合作良好，为促进阿塞拜疆
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阿方欢迎更
多中国企业赴阿投资，愿同中方就地区
事务加强沟通合作。中国是阿塞拜疆的
真正伙伴，阿方过去、现在、将来都坚定
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问题上的立
场，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阿中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阿方支持中方成
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习近平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6月 2日晚同多米尼加总统阿比
纳德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多建交以来，多米尼
加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对华关系
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对此高度赞
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多相互
支持、同舟共济。中方将继续为多米尼
加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相信在你

领导下，多米尼加将早日战胜疫情。中
方愿同多方一道，推动中多关系得到更
大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
建党100周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
的根本政治立场，这与多方倡导的“人民
优先”执政理念高度契合。中方愿同多
方加强执政理念交流，深化政治互信，促
进共同发展。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中方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
将为中多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中方欢迎
多米尼加对华出口特色农产品，支持中
国企业赴多米尼加投资兴业。中方愿同
多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配
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
家权益。希望多方为促进中国同加勒比
和中美洲国家关系、中拉整体合作发挥
积极作用。

阿比纳德尔表示，我对中国共产党
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表示诚挚祝贺。
中方提供的医疗物资和疫苗为多米尼加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多
方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多方坚定坚持一
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交往交流，扩
大经贸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同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6月 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
好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我在去年11月提出举
办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的倡议，

得到各成员国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相
信论坛将成为各方增进了解、深化友谊、
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指出，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
神”，坚守初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深

化合作。要发挥民间外交优势，拓宽各
国人民心灵沟通渠道，为上海合作组织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由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湖北省人民政

府、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
共同主办，当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开
幕 ，主 题 为“ 促 进 民 间 友 好 ，传 承

‘上海精神’”。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
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部署自2021年7月1日起，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
清单管理，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
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
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
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在自贸试验区进一步
加大改革试点力度。

《通知》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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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全会精神，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统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
改革，在更大范围和更多行业推动照后

减证和简化审批，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通知》提出，要大力推动照后减证
和简化审批。中央层面设定的 523项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取
消审批 68项，审批改为备案15项，实行
告知承诺 37项，其余事项采取下放审批
权限、精简条件材料、优化审批流程、压
减审批时限等优化审批服务的措施；在
自贸试验区增加试点直接取消审批14
项，审批改为备案15项，实行告知承诺
40项，自贸试验区所在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的其他区域参照执行。同时，省

级人民政府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决定采取
更大力度的改革举措。地方层面设定的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由省级人民政府统
筹确定改革方式。

《通知》提出，要强化改革系统集成
和协同配套。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
单管理，清单之外一律不得限制企业进
入相关行业开展经营。深化商事登记制
度改革，开展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为企
业自主选择经营范围提供服务。推进电
子证照归集运用，2022年底前全面实现
涉企证照电子化。

《通知》强调，要创新和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落实放管结合、并重要求，明确
监管责任，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坚持政
府主导、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元共治、互为
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分领域制定全国
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为监管提供
明确指引。完善监管方法，建立健全严
重违法责任企业及相关人员行业禁入制
度，增强监管威慑力。

《通知》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
区改革工作负总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制
定实施方案，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推进改
革。各地区、各部门要做好改革政策工
作培训和宣传解读，调整优化业务流程，
修订完善工作规则和服务指南，改造升
级信息系统，确保改革措施全面落实、企
业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刘芳
张超）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国家乡村
振兴局已于近日联合启动第三批全
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介
工作，总结、推广地方加强农村公共
服务建设典型经验，强化典型示范
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县乡村公共服
务一体化。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
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第三批全国

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征集推介工
作的通知》要求，典型案例申报对象
为县（市、区）（以下简称“县”）或乡
镇，案例主题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城
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
村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加强
乡镇公共服务功能、加强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供水保障
水平、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强农村医疗
卫生服务、改善乡村公共文化体育
服务、保障农村养老服务、改善农村

托幼服务、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探索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
给机制等。

根据工作安排，每个省区市可
推荐 2-3个典型案例，需于 7月 23
日前上报。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
委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将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对有关县和乡镇进行实地
调研、核查和总结，并将联合印发
《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集》，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和推介。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第三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开始征集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6月 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纳米比亚总统根哥
布，就根哥布总统夫妇感染新冠病毒致

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

生和根哥斯女士感染新冠病毒，我和夫人

彭丽媛谨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慰问，祝你
们早日康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纳两国守望相助、携手抗疫，传统友谊得

到深化。我高度重视中纳关系发展，愿同
根哥布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向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致慰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