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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 文 艳 ， 身 份 证 号
140603198806260565，不慎将厚德园
公租房 A5--1--502 租赁证丢失，声
明作废。

河北振兴建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3062771582517X9）
不慎将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L1691000018001， 编 号 ：
1610-00316142，开户银行：山阴县
太行村镇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119101201020502999，现声明作
废。（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我公司

负责）
谭 欣 芳 不 慎 将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丢失，编号：202114006294，现声明
作废。

谭欣芳不慎将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30120200914090020647，现声明作废。

山阴县绪文烟酒行（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140621MA0HDT2K9E）
不慎将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1691000567501，开户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阴支行，账
号 ：14050166710800000284，现 声 明
作废。（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我烟
酒行负责）

声 明

兔年新春伊始，一批 2 月起施行的
新规，点亮你我美好生活。试点恢复出
境团队旅游业务，让“诗与远方”触手可
及；推广疼痛综合管理，不断提升群众
就医满意度；加强城镇水污染防治，进
一步呵护美丽家园……看一看，哪一条
你最关心？

试点恢复出境团队旅游业务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通知，自

2月6日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
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
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通知要求，加强对旅行社及在线旅
游企业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合理
低价游”以及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
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
或者活动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切实维
护旅游市场秩序。

推广疼痛综合管理
《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自2

月起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方案要求，2022 至 2025 年，在全国

范围内遴选一定数量的医院开展疼痛

综合管理试点工作，逐步推广疼痛综合
管理。建立健全医院疼痛综合管理制
度，规范疼痛综合管理流程，提升疼痛
诊疗能力和相关技术水平，力争实现试
点医院门诊、急诊和住院患者及时获得
疼痛诊疗服务。

方案明确，2023年2月至2025年12
月为组织实施阶段。各试点医院按照试
点工作方案开展工作，省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应当会同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加强
对辖区内试点工作的指导。试点医院应
为二级以上医院，具备麻醉科或疼痛科，
具备开展疼痛诊疗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良
好的疼痛综合管理工作基础等条件。

加强城镇水污染防治
新版《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管理办法》自 2 月 1 日起施行，进一步加
强对污水排入城镇排水管网的管理，保
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
防治城镇水污染。

新版办法要求对排水户进行分级
分类管理。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的排水户和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确定的
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
影响较大的排水户，应当作为重点排水

户进行管理。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排水

户的信用情况，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
惩戒措施。重点排水户未按照本办法规
定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或者档案记录保
存期限少于5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规范证券经纪业务
《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自2月28

日起施行。
办法将证券经纪业务定义为“开展

证券交易营销，接受投资者委托开立账
户、处理交易指令、办理清算交收等经
营性活动”，从事上述部分或全部业务
环节，均属于开展证券经纪业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隔离墙制
度，确保证券经纪业务与证券承销与保
荐、非上市公众公司推荐挂牌、证券自
营和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分开操作、分
开办理；应当建立层级清晰、管控有效
的组织体系，对开展证券经纪业务的分
公司、营业部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加强
分支机构风险管控。

烈士褒扬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为宣传弘扬英烈精神、更有力彰显
对英烈的褒扬尊崇，新修订的《烈士安
葬办法》自2月1日起施行。

新版办法对烈士安葬程序、仪式环
节、服务管理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比如，运送烈士骨灰、遗体应举行
送迎仪式，送迎方案由烈士牺牲地、烈
士安葬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商相关部门制定并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完善企业外债管理服务
为促进企业境外融资健康有序开

展，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企业中长
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自 2 月 10 日
起施行。

办法进一步明确审核登记的申请
时点、主体、途径、材料等要求，规范申
请变更的适用情形和办理流程；完善外
债审核登记网络系统，更大程度帮助企
业提高效率、减轻负担。联合有关部门
和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
制，通过在线监测、约谈函询、抽查核实
等方式开展监督管理。

在外债募集资金用途方面，办法提
出外债用途正面导向和负面清单，从正
反两个方面着力引导企业使用外债资
金聚焦主业，有力配合落实国家重大战
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这些新规2月起施行，关系你我生活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员
增多，农村地区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全
国农村地区疫情形势如何？城乡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情况如何？药品供
应和防疫物资是否充足？1 月 30 日，围
绕公众关注的热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春节期间全国农村地区
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
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要始
终紧盯关键环节，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监
测，全力保障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农村地区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
指导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毛德智表
示，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疫情总体平
稳，没有出现疫情上升情况。

针对包括偏远山区、牧区、林区、海
岛在内的“三区一岛”农村疫情防控薄
弱环节，毛德智介绍，主要从以下四个
方面重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是落实
重点人群包保机制，摸清老、幼、病、残、
孕五类重点人群基础信息，开展“点对
点”联系服务；二是开展巡诊服务，推动

各地配足乡村两级医疗人员，开展医务
人员“上山下海”诊疗、送医送药上门；
三是加强药品储备，推动各地在防疫药
品和医疗设备分配时向“三区一岛”倾
斜；四是做好转运转诊，督促指导各地
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配备救护车。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诊疗平稳有序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平稳
有序。”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
司监察专员傅卫说，为更好掌握各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情况和疫情形势，
坚持基层机构诊疗情况日监测、日调
度、日报告制度。

监测数据显示，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以来，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发热诊室和普通门诊、急诊诊疗
人次总体呈现先增后降趋势，目前正在
平稳回落。2023年1月27日，基层机构
普通门、急诊诊疗量为 203.6 万人次，与
节前相比减少近三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控和
医疗救治的第一道防线。据介绍，截至
2022年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已实现发热诊室“应设尽

设、应开尽开”。春节期间，全国发热诊
室 24 小时开诊，正常运行，及时做好轻
型患者对症治疗和重症患者早识别、早
转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
配备状况持续改善

春节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加强当前农
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要求保障农村地区物资储备
和供应。对此，傅卫介绍，“我们坚持每
日监测调度，动态掌握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配备、物资储备
和使用情况，对各省配备情况及时进行
通报和督促。”

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以来，全
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
品配备状况持续改善。目前，94％以上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配中药、解热、
止咳三类药品可用一周以上，85％以上
基层机构达到两周以上储备量，部分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
小分子抗病毒药物。截至2023年1月27
日，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配备指氧
仪289.4万个，制氧机21.9万台。

新华社北京电

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兔年春节刚过，浙江多家重点外
贸企业赶赴贵州跨省招工，广东安排返
岗免费专列和专车实现接人返岗无缝
衔接，江苏人社部门为 120 名来苏务工
人员提供“点对点”包机服务……各地
纷纷抢抓复工机遇，力求为新一年的经
济社会发展乘势而上“拔得头彩”。

招工“先人一步”，抢抓“复工先
机”，反映了各地全力拼经济的信心决
心，也是众多企业订单增长、用工出现
缺口的市场选择。兔年新春佳节，中国
国内游出游超3亿人次，春节档电影票
房突破67亿元，无论是旅游热还是消费
潮，都体现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对国家发展的信心，也给世界经济
复苏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稳用工才能稳生产、稳企业、稳经
济，从而进一步稳就业、稳民生。当前
正是节后复工复产的关键窗口期，需要
各地各部门打好政策“组合拳”，进一步
释放好“政策红利”，全力落实助企纾
困、稳岗拓岗各项举措，继续全面实施

就业领域的“降、缓、返、补”系列政策，
优化调整就业举措，特别要加大对就业
容量大的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企业
竞争力。

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就业总量
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凸
显。各地区各部门需要突出抓好高校
毕业生就业，加强对失业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零就业家庭等群体兜底帮扶，
积极主动解决返岗务工人员遇到的困
难，想方设法解决一线工人、专业技术
人员短缺等“招工难”问题，更好提振市
场主体的发展信心。

就业关乎千家万户，更关乎国计民
生。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优化政策和

稳经济各项举措进一步落实，我国经济
将持续恢复，就业市场也将出现新的变
化：更多的就业岗位、更新的职业模式、
更高的技能需求……更多人将有业可
成、有梦可期，也将加快恢复经济社会
各领域发展、为实现新一年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打下更为牢固的基础。

春光无限好，奋进正当时。当下，
各地已吹响返岗复产的集结号，全国上
下正在共同努力，巩固和拓展经济运行
回升势头。新的一年，让我们脚踏实
地，勠力同心，以实际行动奋力推动我
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行稳致远。

招工复产稳就业 抢抓机遇促发展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1月30日，在衡
阳市衡山县永和乡
松坳村，孩子们在村
农家书屋看书。

近年来，湖南
省衡阳市衡山县加
强农家书屋建设，
在全县 153 个行政
村 、社 区 建 起 农
家、社区书屋，为
孩子们提供假期
好去处，也为当地
精神文明建设添
助力。

新华社发
曹正平 摄

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 周润健）
2 月“天象剧场”上新，月亮唱主角，“嫦
娥”站“C”位。不仅有年度“最小满
月”，金星、木星和火星还将依次与月
亮上演“星月童话”。

2 月 2 日，近期引发公众关注的 C/
2022 E3 彗星将过近地点。“在光污染
较小的地方，有经验的观测者可尝试
观测和拍摄这位神秘的‘天外来客’。
2 月 11 日，该彗星还会在火星旁经过，
二者相距不到1度，感兴趣的公众届时
不要错过。”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修立鹏说。

2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节，又是一
年赏月时。癸卯兔年元宵节是“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最圆时刻出现在2月6日2
时29分。巧合的是，这轮满月还是2023
年度13次满月当中最小的一个。“公众若
想赏月，不必非要等到月亮最圆的那一
刻，元宵节傍晚赏月更佳，月亮刚刚升
起，显得又圆又亮。”修立鹏说。

2 月，金星、木星和火星这三颗明
亮的行星依然是星空中的主角。其
中，以“长庚星”姿态现身的金星会出
现在西南方低空，人们能轻易地在傍
晚的余晖中找到它。

2 月 22 日，金星合月。“通常情况
下，月球和金星的亮度是整个天空中
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自然天体。当
两者近距离相伴时，星光与月光交织
在一起，视觉效果非常好。”修立鹏说。

2月23日，木星合月。与前几个月
相比，木星的亮度虽然已在下降，但仍
有-2.1等左右，依然是夜空中不容忽视
的存在。“本次合月发生在 23 日 6 时，
我国不可见，不过感兴趣的公众可在
22 日、23 日晚观看木星伴月。由于木
星的亮度仅次于金星，这幕‘星月童话
’非常值得一看，尤其是金星落入地平
线以后，木星会成为夜空中最亮的
星。”修立鹏说。

2 月 28 日，火星合月。“在 2 月，火
星虽然没有金星和木星那么明亮，但
肉眼看上去，微微泛红，特征很明显。
当晚，如果天气晴好，这幕星月近距离
相伴的场景值得一观。”修立鹏说。

2月天宇将上演年度
“最小满月”和多场“星月童话”

新华社北京电《参考消息》1月31
日刊登《西班牙人报》网站报道《在手
术过程中照亮神经系统：这就是医疗
领域最新创新的运作方式》。报道摘
要如下：

25%的头颈手术最终会对患者的
面神经造成损伤。当谈论前列腺手术
时，这个数字会变得更糟：神经损伤发
生在多达80%的病例中，结果是给患者
造成失禁。

阿卢梅生物科技公司致力于消除
高风险手术中的最大障碍之一：神经系
统给手术带来的困难。这家初创公司
于201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成立，并已开发出了能够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显示患者神经系统的照明技术。

负责开发这项技术的是加州大学
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他们一起研
发了一种化合物，该化合物可以在手
术过程中照亮患者的神经系统。

该化合物目前正处于在患者体内
进行测试的后期阶段，并已经被命名为
肽染料偶联物 ALM-488。这种化合物

由多种氨基酸结合而成，在手术开始一
小时前通过某种途径被引入患者体内。

ALM-488 是一种可见光谱荧光肽
染料偶联物。在引入 ALM-488 后，可
以通过使用具有荧光功能的仪器设备
（如带有滤光器的手术放大镜、便携手
术系统、显微镜和腹腔镜等）对患者的
神经系统进行照明。

该化合物能黏附在神经的细胞外
基质上，从而产生在手术过程中对神经
系统进行实时照明的效果。这有助于
手术团队避免损伤患者的各种神经。

患有某种类型神经退化的患者的
神经也可以利用荧光进行照明。通常
来说，最复杂的外科手术是头颈部的手
术，尤其是颅底、脊柱和颈部的手术。

借助 ALM-488 进行手术后，这种
化合物的残留物可由肾脏处理，并在
几小时后排出体外。

阿卢梅生物科技公司在 ALM-488
开发上取得的进展引发了关注。这家
初创公司于去年 8 月开始了该项目的
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新技术可手术中照亮患者神经系统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获悉，目前，各地正在有
序开展 2023 年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认证工作。与往年一样，参保人员可在
上次认证后的 12 个自然月内任意选择
时间进行认证。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介
绍说，老年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网站或“掌上 12333”等官方
手机应用，进行人脸识别认证；在境外居
住的，还可以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手
机应用完成认证；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
的特殊群体可以提出上门认证申请，社
保经办机构会提供上门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人社部门取消了
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并已
初步构建了以信息比对为主、社会化服
务和远程自助认证相结合的认证新机
制，努力实现寓认证于服务、寓认证于
无形，尽量减少对老年人的打扰。

“除个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以及由
人社部门上门认证外，我们还在加快推
进大数据比对认证。也就是社保经办
机构通过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交通
运输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
进行任何操作，即可完成认证。2022
年，全国已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退休人员
是通过数据比对方式完成认证的，以后
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亓涛说。

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可在上
次认证后一年内任意时间进行

1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升至50.1%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魏玉坤 韩
佳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 月 31 日发布数
据，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 50.1%，比上月上升 3.1 个百分
点，升至临界点以上，制造业景气水平
明显回升。

“1 月份，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阶
段，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制造业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调查的21个
行业中有 18 个高于上月。”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统计数据显示，供需两端同步改
善。1 月份，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
别为 49.8%和 50.9%，高于上月 5.2 和 7
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景气水平明显回
暖，但受春节假日因素影响，生产改善
力度小于市场需求。

各规模企业PMI均有回升。1月份，
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2.3%、48.6%
和47.2%，高于上月4、2.2和2.5个百分点，
各规模企业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企业信心明显增强。1 月份，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6%，高于上月
3.7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区间，企业
对近期市场恢复发展预期向好。

1月30日，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
自治县社火队在进行舞龙表演。元宵
佳节将至，各地开展猜灯谜、赏花灯、社
火表演等活动，热热闹闹迎接元宵节。

新华社发 马晓伟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雨萧）国
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1 月 31 日介
绍，2022年全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税缓费超过 4.2 万亿元，为助力
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家税务总局当天举行的 2022
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王道树说，4.2万多
亿元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累计退到
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 2.46
万亿元，超过 2021 年全年办理留抵退
税规模的 3.8 倍；二是新增减税降费超
1 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超 8000 亿元，
新增降费超 2000 亿元；三是办理缓税
缓费超7500亿元。

分行业看，制造业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税缓费近 1.5 万亿元，占比
35%左右，是受益最明显的行业。分企
业规模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
受益主体，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
缓费超 1.7 万亿元，占总规模的比重约
四成；近八成个体工商户在 2022 年无
需缴纳税款。系列税费支持政策，为
广大市场主体“输血”“活血”。国家税
务总局对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调查显
示，2022 年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
负担下降 2.7%，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分别下降
15.4%和14.2%，负担显著减轻。

2022年我国送出超4.2万亿元税费政策“红包”

新华社北京电 财政部 1 月 30 日
公布了2022年财政收支“成绩单”。数
据显示，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0.6%，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9.1%；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 亿元，比上年增
长6.1%。

当日，财政部召开网上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2022年度财政收支情况。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 年，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民生等重点
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央一般公共

预 算 收 入 9488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8% ，扣 除 留 抵 退 税 因 素 后 增 长
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8818亿元，比上年下降2.1%，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增长5.9%。全国税收收
入166614亿元，比上年下降3.5%，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6.6%。

支出方面，2022 年，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支出35570亿元，比上年增长
3.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50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从主要支出
科目看，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
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支出增长较快。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20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