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刊部主办

青
海

资讯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2014.5.196责编／ 辛雪莲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ABA389的道路运输证(正

副本630121007683)遗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杨生明

2014年5月19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英：

本院审理原告赵刚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东川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川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5月19日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AG6124的道路经营许

可 证 (630121007448)、 道 路 运 输 证

(630121004060)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湛文辉

2014年5月19日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夏

秋季温度高、湿度大，微生物易于

生长繁殖和产生毒素，是食品经营

领域中毒事件的易发、高发季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

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针对性地加

强食品经营领域食品安全监管，排

查食物中毒风险隐患，防范食物中

毒事故。

通知指出，在食品流通环节，

要以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城市

社区、旅游景区及车站码头为重

点区域，以乳制品、肉制品、粮食

制品、食用油、饮料、酒类、调味品

等食品为重点品种，以有效防范

微生物，特别是致病菌污染为着

力点，加大对批发市场、集贸市

场、商场、超市和食品店的监督检

查力度。同时，要结合本地实际，

突出粽子、月饼等节日性特色明

显的食品及儿童食品、老年食品、

清真食品等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

食品，加强市场日常巡查和执法

检查。

通知明确，在监督检查过程

中，要将食品采购索证索票、易腐

食品贮存、食品加工制作特别是冷

荤凉菜等高风险食品制作、餐用具

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作为重点内

容，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据《北京青年报》5月18日消

息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

达到727万人，创历史新高。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发文，要求促进公平就

业，其中，“国企应公开招聘应届生，

公示拟聘人员”广受关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

桂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社

部正制定具体措施，拟进一步明确

国有企业招聘应届毕业生信息发布

的范围、公布渠道，以及招聘工作的

流程等内容，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桂桢介绍，就业公平是社会公

平的重要方面。在就业压力比较大

的情况下，更要旗帜鲜明地促进就

业公平，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为此

要做好几项工作：

一要明确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将

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省会及省会

以下城市用人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

不得将户籍作为限制性条件。

二是国有企业招聘应届高校毕业

生，除涉密等特殊岗位外，都要实行公

开招聘，并且还要在政府网站发布招聘

信息，报名时间不少于7天，拟聘人员
也要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

三是省会及以下城市要放开对

吸收高校毕业生落户的限制，应届毕

业生可以凭毕业证书、就业报到证、与

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劳动

聘用合同办理落户手续，非应届毕业

生可以凭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

合同和毕业证书办理落户手续。

四是办理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

手续，转正定级表、调整改派手续不

再作为接收审核档案的必备材料。

据《钱江晚报》消息 5月17
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来杭

州，参加杭州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九

届亚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会上，

他对记者确认，全国执行高考新方

案，不会在2016年，而是2017年。
语文、数学在新高考里，分量加重，

这是两门必考科目。而英语，不再

参加统一高考。

“教育部前天刚举行相关会

议，近期估计就要发文了。在新高

考方案里，英语不叫退出高考，而

是改成社会考试。也就是说，英语

不再和以前一样，集中在6月7、8、
9日统一考试，而是由社会机构组
织考试，学生高中三年可以考多

次，成绩和大学英语四六级一样分

等级，全国都如此。高考招生时，

不同的学校会对英语提出不同的

等级要求。不太会按照等级折算

成分数，计入高考成绩，而是以等

级为主。”顾明远说，社会机构组织

的英语等级考试，不意味就是现在

的高中英语会考。

高考改革了，相应高校招生也

会发生变化。顾明远透露，以后高

校自主招生考试会增加，比如大学

要招生物专业的，自主招生时就会

多考生物这块，以后大学自主招生

会偏重，你要学什么就考什么。

“高考指挥棒，指挥的就是以

后你想学什么，高考就考什么。所

以新高考方案实行后，高中课程就

必须有选修和必修课改革。以后

要考什么，高中就侧重学什么。”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

者15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央行
下发《关于逐步关闭金融IC卡降级
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部署逐步关闭金融IC卡
降级交易工作,以全面提升银行卡
安全交易水平。

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发行的
金融IC卡上仍具有磁条介质,持卡
人可使用IC介质在可受理金融IC
卡的终端上完成支付,也可使用磁
条介质在尚未完成金融IC卡受理改
造的终端上完成支付。为避免由于

产品成熟度不高,出现金融IC卡与
其受理终端的技术兼容问题,导致
持卡人不能完成交易的情况,明确
在此种情况下受理卡片时仍可降级

使用磁条介质完成交易,这被称之
为金融IC卡降级交易。
《通知》就各商业银行关闭线下

渠道金融IC卡降级交易提出了时间
表。6月份起,将在上海、广州、成
都、北京、贵阳、宁波等城市启动

ATM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易试点；
8月份起,在湖北省、山西省、重庆
市、福建省、安徽省、湖南省等省市

启动POS终端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
易试点；8月底前全国ATM关闭金
融IC卡降级交易；10月底前全国
POS终端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易,
各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实际于年底

前关闭在其他线下渠道终端上的金

融IC卡降级交易。

食药监总局：

加强夏秋季食品安全监管

防控食物中毒

人社部：

国企招聘毕业生流程拟出细则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2017年英语将不再参加统一高考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15日在
最高检党组会议上强调，检察机关

作为反腐败的重要职能部门，必须

保持对自身腐败问题的零容忍；对

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和索贿

受贿、徇私枉法等执法犯法问题，

坚决严肃查处，决不能出现“灯下

黑”。

曹建明强调，检察机关要始终

坚持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强化

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敢

于用比监督别人更严的要求来监

督自己。要紧紧围绕领导干部的

用人权、决策权、财经权和管理权，

针对容易发生执法不严、司法不公

问题的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继续

狠抓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强化对检

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严密制度的

笼子。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记

者16日从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
获悉，自明年起，空气质量指数将

成为“国家卫生城市”的硬性指

标。

将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的《国 家 卫 生 城 市 标 准(2014
版)》提出明确要求，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或空气污染指数
(API)不超过 100的天数≥300
天，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均值

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

级标准。

在环境保护方面，新标准还

提出，近3年辖区内未发生重大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贯彻落实《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100％，杜绝秸秆焚
烧现象。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60分贝；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水质达标率100％，安全保障达
标率100％，城区内水环境功能
区达到要求，未划定功能区的无

劣五类水体。

曹建明：

检察机关决不能
出现反腐“灯下黑”

空气质量指数
将成为“国家卫生城市”硬指标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我

国城市节水潜力巨大，2000年至
2012年，城市居民人均日生活用水
量从220升降低到172升。这是记
者17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
的。近十年来，全国城镇化率提高

了10个百分点，用水人口增长了
49.6％，城市年用水总量仅增长
12％，基本稳定在500亿立方米，年
污水再生利用量32.1亿立方米，约
占城市用水总量的6％。

城市居民
人均生活用水减量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中心党委书记皮德海5月16在“中
国社会化养老爱晚工程2014版纳
论坛”上表示，对于养老金双轨制改

革，社会反应很强烈，今年要拿出方

案，继续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

改革。

据皮德海介绍，截至2013年年
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8.19亿人，覆盖率为79.7%，目前我
国的养老保险计划是世界上覆盖人

数最多、最大的养老保险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情况有没

有缺口？皮德海表示，“无论从总收

入和总支出算账，还是从增缴收入

算账，都是没有缺口的。”他透露，

2013年职工养老保险数据显示，职

工养老保险总的收入将近2.25万亿
元，支出1.84万亿元，当期结余是
4000多亿元。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皮德海表

示，要实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开展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解决双轨制问题，今年将要拿出方

案。要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

现应保尽保，尽快把没有纳进来的

两亿多人纳进来，使我国的养老保

险能够更公平、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养老保险双轨制改革今年将出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17日发
布消息，强调要狠抓贯彻落实，确保完

成201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201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会议16日至17日在京召开。会议要
求，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进资源

性产品等价格改革，形成主要由市场

决定价格的机制；深化财税金融改

革；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推进

新型城镇化相关改革；推进投资贸易

便利化；推进社会事业相关改革；健

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体制。

央行：

将逐步关闭金融IC卡
降级交易

发展改革委：

确保完成今年经济体制改革九大重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