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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放军报消息 经中央军委
批准，8 月 1 日起，全军将统一换发
佩戴夏常服帽。这是与夏常服配套
的新式军帽品种，设计上突出中国
元素和我军特色，更加符合中国军
人的脸型和气质，是对07式军服体
系的优化完善，能够更好满足官兵
夏季佩戴需要。

夏常服帽区分军种和将官、校
尉官、士兵等制式，男式为长檐帽，
女式为卷檐帽。与被取代的贝雷帽
相比，款式风格与夏常服更加协调
配套，主体材料和帽体颜色与夏常
服裤相同，整体穿着效果得到提升；
帽徽、帽饰带、帽檐花采用刺绣工
艺，图案庄重、新颖、美观；长帽檐后
帽墙采用立体网眼和轻薄帽体设
计，增强遮阳、透气功能，佩戴舒适，
轻便易携。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
训练管理部下发《关于为全军配发
夏常服帽的通知》，要求各单位7月
15日起组织发放，按时开始佩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中
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13日
正式开通国管住房公积金网上办理
渠道，基本信息完整的缴存职工只
需登录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
中 心 门 户 网 站（http://www.zzz.gov.
cn），即可足不出户办理住房公积金
提取、申请贷款等业务。

这是北京地区开通的首个个人
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办理平台。通
过这一平台，偿还中央国家机关住

房资金管理中心贷款的购房提取、
购租房非首次提取、退休提取等三
类公积金提取，均可实现网上实时
审核办结，资金实时划入职工住房
公积金联名卡。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三类公积金
提取业务量大、受众面广，占公积金
提取业务总量的９６％以上，实现
网上办结，可以为大量缴存职工提
供便利，提升国管公积金服务效率

和质量。
此外，符合国管公积金个人贷

款条件的职工，可线上申请贷款并
预约面签日期。职工输入个人基本
情况、住房套数、收入、购房房屋等
相关信息后，网上业务系统将对个
人缴存、贷款等信息进行预审核，并
测算个人的最高可贷款额度，方便
职工申请贷款。申请成功后，职工
在预约日携带贷款申请材料前往银
行网点即可一次办结。

为了给广大缴存职工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
房资金管理中心还升级了公积金查
询功能，职工随时可以通过网上大
厅查询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缴存
状态、月缴存额、缴存基数、贷款金
额、贷款期限等信息，并可根据需要
下载打印住房公积金查询书、提取
记录单、账户业务明细等。

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

全面推行网上办理
告别贝雷帽！
全军8月1日起
佩戴夏常服帽

据人民日报北京7月13日电 国
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9 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整治方案》，将严厉打击违规营销
宣传产品功效、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等
违法行为。

方案明确五类治理内容：未经许
可生产食品和保健食品、经营食品和
保健食品、进口食品和保健食品行
为；食品和保健食品标签虚假标志声
称行为；利用网络、会议营销、电视购
物、直销、电话营销等方式违法营销
宣传、欺诈销售食品和保健食品行
为；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及

发布虚假违法食品、保健食品广告行
为；其他涉及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各地完成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风险隐
患排查和检查，对发现问题的责令停
止生产经营直至整改到位。2018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根据投诉举报
和抽检等情况，国务院食安办将联合
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和行业组织，组
织对重点地区检查。对发现市场混
乱、治理措施不力的相关地方政府和
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和曝光。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15
日，随着京新高速公路内蒙古临河
至白疙瘩段、甘肃白疙瘩至明水段
和新疆明水至哈密段三个路段的联
动通车，京新公路大通道全线贯
通。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新疆的高速
公路全线贯通，北京至乌鲁木齐的
公路里程缩短近1300公里。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巡视员
任锦雄介绍，京新公路大通道在内
蒙古、甘肃、新疆北部开辟了一条东
西向大通道，是北京连接内蒙古西

北部、甘肃北部和新疆最为便捷的
公路通道。

京新高速总里程约 2768 公里。
其中，临白段（临河至白疙瘩）全长
930公里，是我国里程最长的高速公
路项目，位于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
市和阿拉善盟境内；白明段（白疙瘩
至明水）全长 134 公里，位于甘肃省
酒泉市肃北县境内；明哈段（明水至
哈密）全长 178 公里，位于新疆哈密
市境内。这三个路段大多位于戈
壁、荒漠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沿途

干旱缺水，内蒙古境内有近500公里
路段基本为无人区，建设条件非常
艰苦。工程建设期间，各参建单位
克服了环境恶劣、有效施工期短、建
设任务重等困难，严格控制工程质
量，建设进展总体顺利，实现了交通
运输发展“一盘棋”。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预计
到“十三五”末，国家高速公路主线
基本贯通。

据人民网北京7月14日电 14
日，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教育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和实施
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明确
20 项老年人照顾服务重点任务，涵
盖了老年人医、食、住、用、行、娱等
各方面。《意见》提出鼓励通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老年人免费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每年为65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包括体检在
内的健康管理服务；鼓励相关职业
院校和培训机构面向老年人开设护
理课程或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加快
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工
作等。

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意见》
明确：全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高龄、
失能老年人的补贴制度；鼓励与老
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服务
行业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便利、优惠
服务；大力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并鼓
励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家老年人提
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
服务；鼓励和支持城乡社区社会组
织和相关机构为失能老年人提供临
时或短期托养照顾服务；除极少数
超大城市外，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可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依法依规
享受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等。

在适老化服务方面，推进老年
宜居社区、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在
法律服务方面，贫困老年人因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的，依法依
规给予其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北京到新疆全线高速公路贯通
总里程2768公里

九部门联合印发方案
将集中整治食品虚假宣传

老年人照顾服务
重点任务明确

声明声明
因 不 慎, 将 姓 名 为 刁 保 才

(63212319890105597X)由原住址
为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22号迁往地址为中国青海省乐都
县碾伯镇李家村312号的准迁证
(青迁字第00265824号)遗失,特此
声明。

声明人:刁保才
2017年7月17日

因不慎,将西宁海亮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给王富川、季永
桂的海亮大都汇一期4栋 1单元
301室金额为104,864.00(壹拾万
肆 仟 捌 佰 陆 拾 肆 元) 票 号 为
0046683的收据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 王富川、季永桂
2017年7月17日

据新华社厦门7月16日电 暑
运大幕拉开，各地火车站人流量迅
速增加，铁路公安部门提醒乘客，在
乘坐火车时，尽量不要携带防晒喷
雾等自喷压力容器。

7 月 15 日 7 时 15 分，在厦门火
车站北进站口，来厦门旅游的深圳
籍旅客黄小姐持一张厦门开往深圳
北的动车车票进站。经过安检仪器
时，民警发现黄小姐行李中出现异
常成像，于是将其拦下。

经细致检查，铁路民警在该旅
客包裹内找到一瓶 300 毫升的防晒
喷雾。“携带防晒喷雾是有一个限量
的，自喷压力容器的允许携带范围
是120毫升以下，超过120毫升的喷
雾容器就不允许携带了。”民警耐心
地向其解释。

不到半小时，民警又发现一名
男子准备携带发胶乘车，也因容量
超标被留置。

据厦门铁路公安处民警介绍，
自今年暑运以来，厦门站平均每日

接待客流量为3万至4万人次，违禁
品收缴也达到高峰。半个月来，厦
门铁路警方就在安检时查获各类违
禁品2000多件，其中发胶、防晒喷雾
等易燃易爆气罐类 1300 件、管制刀
具324件、钝器378件。易燃易爆气
罐类占比高达69％。

厦门铁警在此提醒广大旅客，
乘坐火车时，携带的指甲油、染发剂
容器不得超过 20 毫升；携带的冷烫
精、发胶、杀虫剂、空气清新剂、防晒
喷雾等自喷压力容器不得超过 120
毫升。

据了解，厦门站和厦门北站的
全部安检设备目前都已启用，由公
安民警、安检人员组成的专职安检
队伍，通过“机检”和“人检”相结合
的方法，严卡进出站通道，强化旅客
人身和携带行李“全覆盖”安检。厦
门铁警提醒，为了自身和他人安全，
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将危险品、违
禁品等携带进站。

暑运大幕拉开
铁警提醒：乘车时防晒喷雾等

自喷压力容器不得超过120毫升

铁路部门推出
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

图表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7
月 17 日起，铁路部门在各省会及
计划单列市所在地的 27 个主要高
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
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更多品种、
口味的餐食服务。

据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7 月 17 日起，乘坐 G、D 字
头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可以
通过 12306 网站、手机 APP 等方式
预订，既可以订所乘列车餐车供应
的餐食，也可预订沿途供餐站供应
的社会品牌餐食。此次试点的供
餐站共 27 个，主要是上海、天津、
广州、南京、杭州、西安、沈阳、长
春、武汉、济南、福州、厦门、长沙、
成都、重庆、兰州等省会及计划单
列市所在地高铁客运站，旅客订餐
成功后，铁路站车服务人员会把餐
食送到订餐旅客指定的车厢和席
位。

该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本着

开放合作、许可经营的思路，向社
会餐饮企业开放铁路互联网订餐
平台，符合规定的餐饮产品均在
12306 网明码标价，供旅客选择。
铁路部门将依照国家有关食品安
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对网络平台提
供者、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配送
单位等相关资质、准入条件、餐食
卫生等进行监督，努力为旅客提供
安全放心的餐饮食品。

关于订餐服务流程，该负责人
提示，旅客通过 12306 网订票成功
后，将收到是否订餐的提示，需确
认订餐时，按页面功能提示办理，
并可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餐款；
通过电话、车站窗口、代售点、自动
售票机等其他方式购票的旅客，也
可通过 12306 网订餐，需在订餐时
提供车票信息和联系人信息，所订
餐食费用（含配送费）均按社会网
络订餐规则办理。

全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高
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