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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新闻

国际聚焦

7 月 30 日，藏族群
众在帐篷节上表演马
术。

当日，“圣洁甘孜、
吉祥太阳部落”2016 中
国·石渠帐篷节活动在
四 川 省 石 渠 县 开 幕 。
帐篷节期间，来自石渠
县和附近的藏族群众
数万人，聚集在扎溪卡
大草原上，搭起成千上
万顶帐篷，表演歌舞、
赛马、藏戏等。

7 月 29 日，两名男子举着奥
运火炬模型在里约街头表演。

里约奥运会将于 8 月 5 日开
幕，里约街头的奥运氛围渐浓。

新华社发

7月31日，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傅立韵（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
当日，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浙江省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带着数百本图书

来到慈溪市消防大队，与消防官兵们共建士兵“爱心书屋”，丰富官兵们的业余生活。

拍 卖 公 告
受法院委托，本公司将于 2016年 8月 16日 15：00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

法在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庭，采用“四川省拍卖行业网络同步拍卖
信息系统”以网络与现场同步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1、资阳市雁江区松涛路二段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9号楼 12号商业用
房，建筑面积78.71㎡。参考价：28.45万元，保证金：3万元。

2、资阳市雁江区松涛路二段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9号楼 11号商业用
房，建筑面积78.71㎡。参考价：28.45万元，保证金：3万元。

3、资阳市雁江区城北商业街36号1幢7层2号房屋，建筑面积107.09㎡。
参考价：22.83万元，保证金：3万元。

整体拍卖参考价：79.73万元，保证金：8万元，整体竞价优先。
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在标的物现场展示。
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6年 8月 15日 12：00前将保证金

交至法院指定账户(户名：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资阳分行；账号：2307488109219504987），并于同日 17:00 前凭有效身份证
件及保证金收据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特别说明：请标的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
人莅临拍卖现场；若参加竞买请按上述要求办理竞买手续，否则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

详细信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
拍卖公司电话：13308054717、028-61311339
法院监督电话：028-26632778
省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

四川诚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日

》四川林业职工在国道公路上发现2只野生大熊猫

》台风“妮妲”将登陆广东 带来狂风暴雨

》宁夏多措并举加强黄河保护

》江西5年增加61种鸟类彰显生态环境改善

》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

》河南专门为黄河防汛立法 滩区内拟禁房地产开发

》海军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训练中英勇牺牲

》国际奥委会指定3名执委最终裁定俄罗斯选手奥运
参赛权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曾涛）“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军 89周年。

训练场热火朝天，演兵场硝烟四起。塞北草原，“跨越－2016·朱
日和 A”刚刚落下帷幕，B 段的战火已经点燃；贺兰山下，“火力－
2016·青铜峡”演习红蓝双方排兵布阵、激烈角逐。海军南海舰队某
陆战旅紧急战备拉动，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猎潜训
练；川西某机场，空军航空兵某团的飞行员驾驶运－20 飞机开展多
个架次飞行训练；火箭军某旅在密林深处展开一场高强度对抗演练，
灵活应对“新型电磁蓝军”的袭扰……连日来，全军官兵真打实备，加
钢淬火，不断提高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向自己的节日献上最好
的礼物。

从边陲到海岛，从深山到大漠，大江南北座座军营，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节日气氛。在一线哨位执勤的武警北京总队十六支队基层官
兵，迎来了文化大篷车，享受了一场文化盛宴。第 26集团军“开国大
典红一师”唱响红歌军歌，讲好建军故事，追忆优良传统；战略支援部
队广泛开展“忆党史军史、讲光荣传统、谋改革强军”读书会、演讲会、
故事会。第 12集团军某特战旅“草地党支部”、第 40集团军某旅“红
三连”结合野外驻训，开展“接力革命火种、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文体
活动，激励官兵苦练打赢本领。在马里、南苏丹、利比里亚等维和任
务区，中国维和官兵升起五星红旗，迎着朝阳郑重宣誓，为捍卫世界
和平作出贡献。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官兵走进
驻地藏民家中，为他们搭建屋棚，办实事、解困难。东海舰队某驱逐
舰支队举行“小海军”少儿军事夏令营活动，为儿童上国防教育课。
南部战区陆军某团来到定点扶贫家庭，为孤寡老人送去米面粮油等
生活物资。舟山市双拥办组织军地医疗机构、民间社会团组，免费送
医送药上群岛、解难送暖到一线，慰问驻岛基层官兵。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连日暴雨使我国部分地区
遭受洪涝灾害，在江西、湖北、安徽、河南、河北、辽宁等地的抗洪救灾
一线，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专业救援装备器材，紧急转移受灾群众
和灾民物资，广大官兵冒大雨、顶酷暑，密切关注汛情，奋力加固堤
坝，科学处置隐患，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开展
各种活动迎接建军89周年

在各地，这个 8 月同样也有不少新
规与民生息息相关。

8月 1日起，16项支持广东自贸区建
设及创新驱动发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正
式实施，主要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
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方面。这些措施
包括：允许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聘雇

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允许工资收入和纳税
达到规定标准的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支
持广东省向国务院申请实施部分国家人
员 144小时过境免签并实现广东陆、海、
空港口岸过境免签政策联动等。

为鼓励业内人士举报危害食品安全
的行业潜规则，深圳市将从 8月 1日起实

施“吹哨人制度”，举报问题食品最高可
奖励 60万元。根据规定，举报人指出被
举报人具体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应证据、
查证属实的，按实际入库罚没款的 30％
给予奖励，最高不得超过 60万元。

上海市的一项新规要求，试用期内
的劳动者，企业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本

企业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 80％，或者
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同
时还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此外，凡是在采取公共卫生预防控
制措施时被隔离的劳动者，企业应当视
同其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其隔离观察
期间的工资。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新华社安卡拉7月30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 30日宣布将对军队系统实行改革，土耳其武
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情报局将划归总统府直接
管辖。埃尔多安还表示，土耳其将继续甄别军队、
警察和司法系统中的“居伦运动”支持者，并以坚
定的决心继续反恐行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
将对军队系统实行改革

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8月，不仅只有奥运会赛事值得关注。付费搜索信息须显著标识、手机APP将推行实名制注
册、危险废物名录新增上百种危险废物……一大批开始施行的新规，将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

重要影响。

8月 1日起，《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
管理规定》开始实施，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搜索信息中广告难以辨认的问题进
行了明确规定。

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
供者应当提供客观、公正、权威的搜索
结果，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
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提供付费搜索信息服务应当依法查验
客户有关资质，明确付费搜索信息页面

比例上限，醒目区分自然搜索结果与付
费搜索信息，对付费搜索信息逐条加注
显著标识。

针对当前突出的非法网络公关问
题，规定明确，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
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断开相
关链接或提供含有虚假信息的搜索
结果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提供商
业广告信息服务应当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

窃取隐私、恶意扣费、谣言横行
……8 月 1 日起施行的《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
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实行实名制管理，
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
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
的活动。

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提供者应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

的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
息认证，并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管
理 机 制 ；对 发 布 违 法 违 规 信 息 内 容
的，视情采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更
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收集、使用
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
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同意；不得
制作、发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用
程序。

8月 1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
门联合颁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
行办法》开始实施。办法围绕电子化、大
数据和信用等方面，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从实体场所向电子化平台转变。

办法明确，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
推行网上预约和服务事项办理，将公共
资源交易公告、资格审查结果、交易过

程信息等通过公共资源电子服务系统
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实现各级平台系
统互联、信息共享，运用大数据等技术
手段办理各项事务并开展监测预警。
各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公共资
源交易活动当事人资质资格、信用奖
惩、项目审批等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
7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

由环保部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公安部发布新版《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自 8 月 1 日起施行。新名录的发
布实施将推动危险废物科学化和精细
化管理，防范危险废物环境风险。

据悉，新版名录将危险废物调整为
46 大类别 479 种，其中新增危险废物
117种。这些新增的危险废物主要是根

据科研成果和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积累，
对HW11精蒸馏残渣和 HW50 废催化
剂类废物进行了细化。此外，名录还
增加了《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16
种列入管理清单的危险废物，在清单
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豁免条
件时，可按照豁免内容的规定实行豁
免管理。

付费搜索信息今后须显著标识■ ■ 手机APP强化信息安全管理■ ■

公共资源交易将走向电子化■ ■ 新版危险废物名录防范环境风险■ ■

深圳重奖问题食品举报者 上海为试用期工资划线■ ■

据新华社休斯敦7月30日电（记者 张永兴）
美国得克萨斯州中部城市洛克哈特附近 30日发生
一起热气球起火坠毁事故，美国媒体报道说热气
球上 16人死亡，当地警方说目前看来热气球上无
人生还。

据当地电视台 ABC13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
当地时间上午 7 时 40 分许，地点在得克萨斯州首
府奥斯汀以南约 48 公里的洛克哈特市附近。当
时，这只热气球突然起火并坠毁在一个牧场。

美国得州
发生热气球坠毁事故
致16人死亡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30日电（记者 赵焱
陈威华）巴西代总统特梅尔 30日在里约热内卢为
专为奥运修建的地铁 4号线揭幕，这项耗资最大、
工期最长的工程终于赶在奥运前完工，8月 1日将
正式开放运营。

特梅尔当日从地铁四号线位于里约南区的
“和平圣母”站上车，在里约市长、里约州长等人陪
同下乘坐地铁到达巴哈区的“大洋公园”站，并在
那里出席了开通仪式。

值得指出的是，地铁 4 号线上奔跑的列车全
部是中国制造，生产列车的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奥运期间也会对列车的安全进
行保障，在日常质保中的 8 个工作时改为全天 24
个工作时，将实行早中晚三班倒，保证车辆零故障
出库，零故障回库。

里约在沿海公路沿线修建的这条连接巴哈奥
林匹克公园和市区的地铁 4号线计划每天运送 30
万人，高峰期每日减少 2000辆路上行驶的汽车，使
从里约市区到奥运核心区的用时缩短半小时左
右。不过 4号线地铁在 8月 1日正式运营后仅接待
持有奥运注册证件人员，5日奥运开幕后，持有奥
运门票的观众也可乘坐，而普通民众在 9 月份奥
运会和残奥会结束后才能体验这一新的线路。

里约奥运地铁终开通
4号线列车全是中国制造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月

□ 新华社记者 程士华

在全国双拥模范城安徽池州，村民一次次自发把煮熟的玉米、热
乎乎的茶叶蛋送到堤坝上，塞到抗洪官兵手里。洪水来袭之时，军爱
民、民拥军，演绎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

双拥运动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战
争年代，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用小推车补充供给，支持人民军队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和平时期，老百姓继续支持人民子
弟兵提高战斗力，让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人民，是人民军队的根。双拥工作，承载着军地间“绿叶对根的情谊”。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昔日帮助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小

推车，如今装载着全新的内容，双拥内涵不断丰富，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从战时的军民团结奋起抗敌，到如今双拥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双拥工作成为联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成为
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协同提高的有效载体。

当前，通过整合军队和社会资源，实现军地互动、军民兼容、平战
结合的最佳效果，军民融合发展不仅为新时代双拥工作开创了新局
面，更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改革开放不忘有功之臣，经济发展不忘拥军优属。军民鱼水情
深，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经过铁与火的考验，已经成为人民军
队和老百姓血脉里的红色基因，世代传承。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9日会见全国双
拥模范代表时强调的，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新华社合肥7月31日电

唱响新时代双拥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