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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协

送科技进企业
强服务促发展

日前，宁德市科协党组书记张铭华率市科协相
关工作人员深入周宁县开展送科技进企业活动，把
科协系统收集整理归纳的实用先进科技信息项目
送到基层送到企业。根据企业的需求，市科协工作
人员当天就为 10家企业免费安装科技信息检索系
统，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家门口”实实在在的科技
服务。

企业科技信息服务项目是市科协服务“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助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又一
新举措，为我市企业了解行业技术发展前沿开拓
了新途径，有助于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高
自 主 研 发 能 力
和 创 新 能 力 ，
深 受 创 新 企
业 、 大 学 生 创
业者的好评。

本人遗失2015年1月26日由宁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个体营业执照正本，号码：
350902600224809，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禾三晋驴面道店
2016年1月27日

本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7472207—X，声明作废。

宁德市鼎达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7日

本人遗失警官证，证号：910195，
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汝赟
2016年1月27日

本 人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5220319890401104342，声明作废。

挂失人：张仁荣
2016年1月27日

本村委会遗失福建省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筹资收款收据使用情况，号
码：№8822994,声明作废。

古田县平湖镇玉库村村民委员会
2016年1月27日

本人遗失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 职 资 格 证 书 ，证 号 为 ：闽
WS112—00211，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姗
2016年1月27日

本人遗失屏南县残联颁发的残疾证，号
码：35222819760919152331,声明作废。

挂失人：陆享夏
2016年1月27日

本人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3509220020008001136，声明作废。

挂失人：彭桂武
2016年1月27日

本人遗失士兵证，证号：海字
第3473151，声明作废。

挂失人：周辉
2016年1月27日

本人遗失 09届闽东卫校毕业证书护理专
业，证号：0970430115，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敏
2016年1月27日

本公司遗失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发票
代码:235001422020，发票号码:00154462，特此
声明。

宁德市城建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7日

遗失声明
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屏南县土地评估管理工作，根据《屏南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屏南县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委托评估管理工作规定（试行）》规定，诚邀有意向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前来报名。

一、入围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的资格条件：1、在全国、全省范围内执业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有营
业执照，专门执业人员3人以上，且近两年内土地估价业务达10宗以上;2、属福建省土地估价行业
协会上年度审核合格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3、信誉良好，近三年没有被县级以上行业行政主管部门
记录不良行为的，没有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县级以上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

二、申请入围的评估机构需提供下列资料正本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1、申请书；2、企业
营业执照；3、从业人员名单、执业资格证明和主要业绩；4、近三年无违法违纪及不良记录的证明材
料；5、本局认为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确定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入围的方式:具备入围条件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及有
关资料，经我局有关股室审核后，将符合条件的名单提请局务会议研究，确定入围资格名单。具体
审核结果在我局门户网站公布，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入围备案审查工作每年更新一次。

四、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确定、评估费的计取标准具体详见《屏南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屏南县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委托评估管理工作规定（试行）》。

五、报名时间、地点：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将报名材料提交屏南县国土资源局用地股（三楼）。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593-3309938,3309963

屏南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26日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邹伟 贾雪
纯）对服务事项提供办事指南，手续不全
的一次性明确告知群众；对群众办理事项
限时办结，并提供进度查询；大力推进信
息共享，让群众少跑腿……公安部近日出
台《关于加强公安机关窗口单位规范化建
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提升窗口单
位管理服务水平的多项举措。

这是记者 26日从公安部获悉的。公
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报警服务台、接
待室、信访办、办证大厅和派出所、交警
队、车管所等直接面向社会、接待服务群
众的窗口单位，要统一外观标志标识，合
理划分功能区域，完善基本服务设施，保
持环境整洁有序。昼夜为群众提供服务

的窗口单位，应当设置明显的指示灯箱或
警示红灯。设立警民联系箱、意见簿，尽
可能安装服务评价器、录音录像电子监控
设备等，方便群众评价和监督。

公安部强调，窗口单位要建立健全
岗位责任制、首接负责制、警务公开制和
责任追究制，明确在接待群众报警、求
助、咨询和办证、办事等工作中的首接责
任，依法公开工作职责、办事程序、收费
标准等，加大问责追责力度，严肃追究违
法违规人员和部门领导责任。建立健全
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对群众办理
的事项，提供办事指南提示单，明确告
知、指导群众完备所有手续；对群众仍有
疑问或手续不全的，应当予以一次性明

确告知；对群众办理的事项，应当在规定
的时限内办结并向群众提供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

公安部要求，建立健全预约办理和上
门服务制度、弹性工作制。尽可能开通微
信、微博等载体，方便群众提出预约申请；
对确有特殊困难不能到窗口单位办理
的，且根据法律规定必须由本人办理的
群众，尽最大可能提供上门服务；除24小
时服务窗口外，其他窗口单位应当视当
日办证、办事群众多寡情况及时调整工
作时间。

公安部表示，将深化窗口单位信息系
统建设，积极整合内外资源，推进信息互
联共享，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搭建网上服务平台，大力推行网上受理、
审批和办公。建立网上监督系统，逐步设
立“现场评警系统”，在互联网开通“在线
评警系统”，在公安网上加快建设“网上督
察系统”，自觉接受内部监督和群众及社
会各界的外部监督。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
华晔迪） 记者 26日从国务院国资委
获悉，国资委近日部署 2016年中央
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提出
着力引导企业加快打造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增
长应与本企业经营业绩提升和经济效
益提高相匹配。

根据国资委部署，2016 年央企
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将科学界
定企业功能定位，积极推进分类考
核；业绩考核主攻方向是着力引导企
业加快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加速处置“僵尸企
业”，不断提质增效升级。

国资委提出，新的一年将着力建
立健全工资效益联动机制，切实发挥
工资总额“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
用，同时完善与考核评价结果紧密挂
钩、与承担风险和责任相匹配的企业
负责人薪酬机制。国资委同时提出要
抓好董事会职责落实：既要充分体现
出资人意志，认真行权履责，又要加
强对经理层的考核，与经理层签订业
绩合同，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落
到实处。

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加强形势研
判，坚持稳中求进、自我加压，合理
确定业绩考核目标：有条件、有余力
的企业，要聚焦优势、抢抓机遇，力
争加快发展、多做贡献；有困难的企
业，要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全力遏
制下滑势头；政策性减利因素较多的
企业，要立足自身、深入挖潜，多向
管理要效益。

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26日召开的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方案，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
具体实施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制定好方
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可
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如此，会议分别
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的8个工作方案思路的汇报。
专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涉

及 5个部门，至少与解决化解产能过剩过
程中的财政支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
房地产去库存、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等改革
主要任务密切相关。“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取得实质进展，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会议明确了做好改革方案的五大方向：
——情况要摸清，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深

入调查研究，搞好基础数据测算，善于解剖麻
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矢；

——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

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
本末倒置；

——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要干什
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作；

——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
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

——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么办，用
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政策措施要符合实
际、有效有用、有操作性，让地方和相关部
门知道怎么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摸清情况
是前提，明确目的是基础，任务要具体、责
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实际上是强调改革
方案一定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明明白

白写清楚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要做什么，如
果没做到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样才能
保证各项改革措施有力、有效、有持续
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说。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持久
战，但如果畏首畏尾，拖延不决，只会贻误
战机，留下历史遗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上所指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重点，关系到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到“十三五”
的开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坚决
行动，抓紧抓好抓实，切实取得实效。

□ 新华社记者 赵超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供给侧改革方案明确五大方向
——解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

新华社杭州1月26日电（记者 岳
德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汪
瀚 26日说，2015年浙江省 126名县处
级以上干部因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被
查处。

当日，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
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汪瀚在向大
会作《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
说，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全省检
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嫌疑人
1803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 1416人，
渎职侵权犯罪 387人；科级以上干部
464人，占案件总数的 25.8%，其中处
级干部111人、厅级干部12人、中央交
办的省部级干部3人。

“通过办案，挽回经济损失2亿多
元。”汪瀚说。

同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
长陈国猛向大会报告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时说，2015年全省法院审结贪
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 596件，判
处罪犯 815人，其中处级 43人、厅级5
人。

新华社莫斯科1月26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温
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日表示，美国
财政部对俄总统普京的指控毫无根据，只会影响美
国财政部自身的声誉。

据英国广播公司25日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亚
当·舒宾在接受该媒体一个新闻调查采访时表示，他
们认为普京有腐败行为，并称美国政府对普京的腐
败情况“已经知道很多年了”。

佩斯科夫对此表示，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评论是
官方指控。佩斯科夫同时强调，指控需要有证据，像
美国财政部这样的部门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做
出这样的指控，只会让自身的声誉受损。

新华社吉隆坡1月 26日电（记者 赵博超 林
昊）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26日发布声明说，经
过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员的检验证实，近日在泰
国南部海岸发现的残骸不属于马航370航班客机。

声明说，在泰国方面发现残骸后，马来西亚民航
局一直与泰国当局和其他调查团队保持着紧密联
系。在泰国民航局的协助下，由马来西亚民航局、交
通部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组成的马方团队对残骸进
行了检验以确定其来源。

声明说，根据调查人员的详细报告，残骸上的一
系列编号与波音777客机不符合，并且它的零件编
号也未列入马航波音 777客机的零件图解目录手
册中，因而调查团确定该残骸不属于马航 370航班
客机。

泰国当地居民近日在该国南部沿海地区发现一
块 2米宽、3米长的疑似飞机残骸，引发人们对该残
骸是否来自马航370航班客机的推测。

2014年 3月 8日，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
北京的马航 370 航班客机失踪，机上载有 239 人。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该航班客机
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人员遇难。但是，包括中国在
内的多国搜寻努力从未停歇。

国资委

央企负责人绩效年薪
应与业绩、效益相匹配

（上接A1版）抓紧抓好抓实，切实取得实效。
习近平强调，做好工作方案，一是情

况要摸清，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深入调查
研究，搞好基础数据测算，善于解剖麻雀，
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
矢。二是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
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
本末倒置。三是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
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
作。四是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
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五是措施要
有力，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
办，政策措施要符合实际、有效有用、有操
作性，让地方和相关部门知道怎么干。

习近平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
河。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
护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
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思路要明确，建立硬
约束，长江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
化。要促进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增强发
展统筹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提
高要素配置效率。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
作用，产业发展要体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要求。推进要有力，必须加强领导、统筹
规划、整体推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强调，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
全。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坚持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加强重点林业工程建设，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要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坚
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坚持数量和质

量并重、质量优先，坚持封山育林、人工造
林并举。要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宜封则
封、宜造则造，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
草，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要着力
开展森林城市建设，搞好城市内绿化，使城
市适宜绿化的地方都绿起来。搞好城市周
边绿化，充分利用不适宜耕作的土地开展
绿化造林；搞好城市群绿化，扩大城市之间
的生态空间。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
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
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要研究制
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总体性法律，更有
针对性地制定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
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浙江126名处级以上干部因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被查处

公安部出台窗口单位建设意见

对群众办理事项限时办结

1月26日，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西口村渔码头，渔船冻在海冰中。
受寒潮影响，山东烟台海域的一些渔船码头被海冰封冻。 新华社 发（初阳 摄）

俄官方驳斥美财政部
对普京指控毫无根据

马来西亚说在泰国
发现的残骸不属于马航

1月26日，印度通信兵部队参加在新德里
举行的共和国日阅兵仪式。

印度26日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阅兵式，庆祝
共和国日。1950年1月26日，印度议会通过了
共和国宪法，建立印度共和国。1月26日这天
因此被确定为共和国日。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