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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据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纠正

“四风”，要紧盯重要时间节点。中

秋临近，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严防“四风”反弹，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8月10日开通公款
送月饼等“四风”问题举报窗，畅通

监督举报渠道，同时每周通报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案件。这是继“五

一”前后开设纠正“四风”监督举报

直通车之后，再次恢复周通报，旨

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发挥警

示和震慑作用，努力还大家一个风

清气正的节日。

“举报窗”设置四个栏目：一是

举报“四风”，欢迎大家就公款送

月饼节礼等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

行为监督举报；二是每周通报，对

各地区各部门查处的违反八项规

定精神案件，每周点名道姓公开

曝光；三是每月e题互动专栏，请
大家揭露遇到的、见到的“四风”

问题，同时提出治理建议；四是网

友发现，发布网友在微博、微信等

晒出的公款赠送节礼的种种现

象。

中纪委：

“公款送月饼”将点名道姓曝光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土资源部10日公布五部门关于
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的通知，明确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

调要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

市场奠定产权基础。

据悉,由国土资源部、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

林业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

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结合国家建立和实施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有关要求，将

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纳入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范

围，实现统一调查、统一确权登记、

统一发证。这是国务院同意建立

不动产登记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以来，有关部门首次联合发文，

明确阐述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城乡

统一”的重要意义。

《通知》明确,宅基地和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的目标是在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前提下，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

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纳入宅基地和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

证的范围，基本实现统一调查、统

一确权登记、统一发证。这是维护

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秩序

和谐稳定的重要措施,是深化农村
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产权基

础,也是建立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的基本内容。

集体建设用地上建筑物将纳入统一确权登记

我国进一步明确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改革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为

积极营造诚实守信、放心安全的旅

游消费环境，打造群众满意的品牌

旅游线路，江苏省诚信旅游示范线

路评选工作正加紧进行。30条游
客满意的诚信旅游示范线路将在年

底前向全国游客推出。

这是我国旅游系统全面开展诚

信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随着我国

旅游业迅速发展，我国旅游界不断

探索旅游诚信建设。国家旅游局委

托南开大学深入研究了旅游企业诚

信评价的理论依据、诚信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诚信评价的实施保障，

为引导行业按照诚信评价标准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做了理论准备。

“亮出四把利剑、集中开展四个

行动。”国家旅游局已在全行业开展

“讲诚信、促发展”主题活动，提出发

挥法律、标准之“剑”的作用，开展旅

游诚信检查行动；发挥舆论监督之

“剑”的作用，开展旅游诚信警示行

动；发挥宣传引导之“剑”的作用，开

展旅游诚信宣传行动；发挥诚信自

律之“剑”的作用，开展旅游诚信自律

行动。诚信经营服务成为旅游企业

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自觉自律行为。

人民网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

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获悉，截至8
月11日8时，云南鲁甸地震灾区银
屏村至西屏村已抢通迂回便道，通

往地震灾区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

公路和连通所有行政村的农村公路

通行正常。

据《经济日报》消息 从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酝酿已久的

《煤炭经营监管办法》已于日前正式

出台。《办法》明确，煤炭经营应取消

不合理的中间环节；国家提倡有条

件的煤矿企业直销，鼓励大型煤矿

企业与耗煤量大的用户企业签订中

长期直销合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办法》将于9月1日起正式施
行。《办法》要求，从事煤炭运输的车

站、港口及其他运输企业不得利用

其掌握的运力作为参与煤炭经营、

谋求不正当利益的手段。行政机关

禁止设立煤炭供应的中间环节和额

外加收费用。

据新华社北京电 就中国有关

部门近日对微软、高通、奔驰等企

业进行的反垄断调查,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沈丹阳8月9日说,依法对涉
嫌垄断行为开展调查是促进公平

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内

容。查处垄断行为也是国际通行

做法。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六年来,
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既有本国

企业,也有外国企业。在反垄断法
面前,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不存在
“排外”情况。

据《人民日报》消息 记者从8
月8日举行的“中国儿童生长发育
健康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获

悉：目前中国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发

生率高达9.9%，总数居全球第二。
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联合呼吁，将

每年8月定为中国儿童生长发育健
康教育月，每年8月18日设立为中
国儿童生长发育健康教育日。

此次活动由人民日报社健康时

报携手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联合发起。会议同时启动“中国儿

童生长发育系列健康教育活动”，举

办儿科医师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活

动，开展儿童生长发育监测与指导，

面向社会公众和儿童家长开展各项

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活动，以逐步

实现提高我国儿童生长发育水平，

减少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相关疾病的

发生。

根据中华医学会统计，全国4—
15岁生长发育迟缓的矮小患儿总数
约为700万人，目前，每年真正接受
合理治疗的患者不到3万名。调查
显示，97%的家长不知道儿童生长
发育的基本规律；30%的家长在孩
子生长发育迟缓时盲目乐观，固守

“晚长”的老观念。

交通运输部：

通往地震灾区的
所有公路通行正常

商务部：

我国反垄断
不存在“排外”

《煤炭经营监管办法》

9月起施行

提倡煤企直销

中国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发生率达9.9%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建（身份证号：410225196804122970）：

本院受理原告陈锡、张建国诉你及李运岭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属河南省兰考县固阳镇端庄村五组村民，现通过邮寄送达后本人未签

收，导致相关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故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4年8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俞梅（身份证号63212319631109194X）：

本院受理原告星国锋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中民一初字第25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8月12日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方永君：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青海鹏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你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黄执

字01号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表、被执行人须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2014年8月12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殷八姐：

本院受理原告刘应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2日9时在本院哈拉直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2014年8月12日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

青A65212的机动车行驶

证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云燕

2014年8月12日

声 明 ：鲍 呈 辉 的 号 为

632122197410177517的身份证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声 明

因不慎，将法定代表人为贡洛，名称为海北

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伊克乌兰乡刚察贡麻村赛雄

牛 羊 育 肥 专 业 合 作 社（ 注 册 号 ：

632224NA000034X）的营业执照遗失，特此

声明作废。

声明人：贡洛

2014年8月12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吴发海诉你和米轩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2014年8月12日

声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青

H0352警的机动车行驶证

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格尔木市公安局

2014年8月12日

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生基：

本院受理原告木拉毛卓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湟李民初字第9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李家山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年8月12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财政部11日发布消息，为保证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顺

利实施，中央财政下达了2014年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专项资金162亿元，比2013年增
加了5亿元，增长了3.2％。

据介绍，上述专项资金包括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试点补助

资金130亿元，以及地方试点中
央奖补资金32亿元。据统计，
2011至2014年，中央财政已累计
安排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462.3亿元。
截至目前，全国22个试点省

份的699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全部
开展了国家试点工作，22个省份
614个县开展了地方试点，全国共
有3229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享受了营养改善补助政策。

中央财政

下达今年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专项资金162亿元

无信不行
以信致远

我国旅游系统全面开展诚

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