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茳茳茳上接第2版 各级党委、政
府负责人带着抚恤金、慰问品到烈
士、因公致残者家中看望问候，并
对烈属的家庭生活作出妥善安排。
对在支前中伤亡的牲口，损坏、损
失的车辆、工具等，都按价进行了
赔偿。对因战争造成家庭生活困
难的，政府发放救济粮款，帮他们
渡过难关。

战争的创伤逐渐弥合，自然灾
害又骤然降临。1949 年秋，淮北地
区阴雨连绵，连月不止，河水陡涨，
平地水深盈尺。大水吞没了庄稼，
泡倒了房屋，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
极大损失。

面对如此严重的水灾，淮北
地区各级党组织进行全党动员、
全民发动，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
灾工作，发出了“抢险救灾是当前
头等重要任务”的紧急指示，要求
一切人力、物力全部投入，并号召
党员、干部走上第一线，起模范带
头作用。县委、县政府及时成立了
防汛救灾指挥部，主要领导亲自
负责，县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下
到重点险工险段上，与人民群众

同吃同住。有关区、乡成立护河
队，负责本地内河流沟渠上的险
工险段，日夜不离。同时，建立了
严格的分工负责、奖罚结合制度，
还动员群众将门板、木棒、柴草等
运往堤岸，堵缺口、修堤坝。经过
群策群力，终于堵住了缺口，修复
了堤坝，使汹涌的洪水不再肆虐
横流。

水势下降以后，党和政府立即
组织人民群众疏水、抢种，进行生
产自救。每乡组织 2-3 个互助组，
每区办一个合作社，恢复和发展农
业生产。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群众
围田抢种，尽量减少水灾造成的损
失。广大农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掀起生产自救热潮，抢种胡萝卜、
荞麦、青菜、瓜果等晚秋作物，并组
织各种副业小组，组织群众捕鱼、
打席、卷烟、运输、烧窑、织布、纺线
等，补贴生活之需。地委、分区号
召机关部队杜绝浪费、生产节约、
支援灾区，机关部队积极响应。政
府又调来大批的救灾物资发放，使
广大群众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
产。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新中国成
立初期，毛泽东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的外交方针，表达了摆脱屈辱外
交的决心和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
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
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中国政府代
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实践。

1954 年 4 月至 7月，周恩来率团参
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
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经过多
方努力，会议达成《日内瓦会议最后宣
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会场之
外，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各国代表团
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他真诚、坦率、机智
和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们特别是没有
和新中国接触过、原来心存疑虑的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
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

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
处。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
准则。

1955 年 4 月，周恩来再次率团参
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
议。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不
了解，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产主义。
针对此，周恩来在发言一开始就明确
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
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

不是来立异的。”会上的紧张气氛因周
恩来的发言而改变。会议最终达成《亚
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
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
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谊、
合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各国
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历史性的
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朋
友。

登上国际舞台
腰痛在女性中比较常见，尤

其是农村女性，她们不仅要干家
务活，照顾老人和小孩，还要干繁
重的农活，长时间弯腰，容易造成
腰部肌肉、韧带容易劳损，腰一
痛，干啥啥不行，加上农村家庭一
般也不富裕，腰部治疗又比较难，
所以很多农村妇女在腰疼后就靠
一个字———“忍”，忍痛做家务，
忍痛干农活，简直是活受罪。

其实，腰部是日常活动量比较
大的部位之一，姿势不正确、长期
保持一个姿势或长期弯腰负重等
都可导致腰部肌腱、韧带伸展能力
减弱，同时局部积聚过多乳酸，抑
制肌肉正常代谢，引起腰部肌肉劳
损，腰部发酸、发麻便是腰部肌肉
发给我们的疲劳信号，如果对这些
信号不加重视继续我行我素，腰部
肌肉便会疼痛，慢慢发展成腰部肌
肉、韧带劳损性疾病，典型症状便
是间歇性或持续性腰肌酸痛，劳累
时疼痛加剧，休息后症状减轻。

与其等到腰痛后才追悔莫
及，咱不妨了解下该如何预防腰
痛这个磨人的“小妖精”。

首先，要避免保持一个姿势
或长期弯腰。很多农村女性干农

活、做家务时不可避免要弯腰，但
弯腰几分钟后需要站起来———左
三圈，右三圈，扭扭脖子扭扭腰，让
腰部肌肉及韧带彻底放松。

其次，晚上睡觉前可以给腰部
做个按摩或热敷，促进血液循环，
为周围组织提供充足营养，增强代
谢，缓解疲劳。具体做法：坐好后，
双手五指并拢放于后腰椎处，掌心
向内，拇指朝外，上下缓慢揉搓，直
至发热。热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趴在床上，将热毛巾放于腰上即
可，注意不要着风。

最后进行腰背肌锻炼，增强抵
抗力。“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
身体素质好的话，百病难侵。具体
做法：平躺好，用头、双肘、双足作
为支撑点，使腰部、背部、臀部向上
抬起，尽力抬到自己能达到的最高
程度，停留几秒后慢慢放下，反复
做几次。注意做这个动作前要做
热身运动，防止在做运动时出现肌
肉拉伤、扭伤关节等情况，另外已
经患有腰部疾病的慎做，避免使腰
部疾病雪上加霜。腰背肌锻炼一
定要持之以恒，长期坚持下去才会
有效果。

做好以上三点，腰痛这个磨人
的“小妖精”自然会远离你。如果
已经患有间歇性或持续腰痛腰痛
的症状，最好到医院查看，好及时
采取治疗措施，以免一拖再拖，错
失治疗良机。

如何避免腰部肌肉劳损？
这样做！

新华社广州9月10日电 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张述元 10 日表示，以执行
信息化、电子卷宗、电子诉讼等为重点，
全国法院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目前
建设成效显著。

10 日，张述元在广州举行的全国
法院第六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做专题报告，从电子诉讼服务、电
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以
及执行信息化等全流程，介绍了我国
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服务人民需要的
进展。

诉讼服务是人民群众感受司法文
明的窗口，推进电子诉讼，让群众少跑
腿，又有利于提升诉讼便捷化水平。据
介绍，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81.8%的法
院支持网上立案，民事案件网上立案率
达到 17.4%。全国范围内实现跨域立案
的法院已达 1154 家，占全国法院总数
的 32%。

推进电子卷宗，让档案“瘦身”
则是打通智能化办案的关键环节。
据张述元介绍，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已有 2864 家法院建设电子卷宗随案
同步生成系统，全国 61%的案件随案
生成电子卷宗并流转应用。电子卷

宗已逐渐替代纸质卷宗，改变法官
的办案习惯，为智能化办案打下基
础。

部分企业、个人拒不执行诉讼一直
是司法领域“老大难”问题。法院系统
则通过信息化建设，助力解决执行难。
张述元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通了
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
网，建成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和指挥管
理平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拓展执
行联动范围，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联网，覆盖存款、车辆等 16 类 25 项信
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

尽”。
当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展示

了广东法院利用信息化技术服务诉讼
的最新成果，并上线全国首个智慧法院
实验室———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
（广东）实验室。据介绍，实验室设有诉
讼服务、办公办案、线上庭审、智慧执
行、区块链研发、大数据管理等六大实
验功能区。实验室将作为全国法院推进
智能化应用的孵化器，以关键技术试验
攻关为主业，深化大数据、区块链、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审判实践中的
运用，推动诉讼服务和审判辅助智能
化。

电子诉讼、无纸化庭审、执行信息化……

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成效显著

9月10日，河北省永清县永

清镇北关小学的小学生在展示自

己制作的贺卡等礼物。

当日，在第35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河北省永清县永清镇北关

小学举行主题活动，以行敬师礼、

手工制作礼物、献花等方式表达

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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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第四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对省 、自治
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 省、 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考核办法，对
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大气环境质
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任务完成情况实施考核。考核结
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
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
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
大气污染防治科学技术研究，开
展对大气污染来源及其变化趋
势的分析，推广先进适用的大气
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发挥科学技术在大气
污染防治中的支撑作用。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 防止、 减少大气污染，对
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公民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
护意识，采取低碳 、节俭的生活

方式，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
务。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标

准和限期达标规划

第八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 、直辖
市人民政府制定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应当以保障公众健康和保
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做到科学合理。

第九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 、直辖
市人民政府制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应当以大气环境质量标
准和国家经济 、 技术条件为依

据。
第十条 制定大气环境质

量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和论证，
并征求有关部门、 行业协会、企
业事业单位和公众等方面的意
见。

第十一条 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
其网站上公布大气环境质量标
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供公
众免费查阅、下载。

第十二条 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执
行情况应当定期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对标准适时进行修订。
第十三条 制定燃煤、石油

焦、生物质燃料 、涂料等含挥发
性有机物的产品、烟花爆竹以及
锅炉等产品的质量标准，应当明
确大气环境保护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淮北市华俊交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机械零部件
定制加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1、 机械零部件定制加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网络链接：

http://pan.baidu.com/disk/
home#/all?path=2%F&vmode=list；

2、纸质报告书查阅途径：征求
意见稿纸质版放置于淮北市华俊
交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濉溪县韩
村镇煤焦化基地北路中段）；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韩村
镇范围内及周边公众、法人及其他

组织；
4、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hb0561.com/disk/read-
htm-tid-1690073-page-1.html；

5、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电子邮件、信函或现场投递。

投递邮箱：xjq2587@yeah.net
邮寄及现场投递地址：淮北市

华俊交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总
联系电话：13605611961

五沟煤矿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关于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招商
银行员工办理 POS机行骗的声明
广大企业、各个体工商户、社会各界人士：

近期发现有不法分子冒充我行员工，假借办理 POS机
之名，要求申请人转账、提供个人身份及商户企业信息，这
是一种诈骗行为。 为避免我市公民、商户及企业蒙受经济
损失，招商银行淮北分行声明：

一、 招商银行淮北分行自 2017年底已停止办理 POS
机相关业务。

二、招商银行工作人员均持有我行手机一事通可验证
工作人员身份。

三、凡假借我行名义营销办理 POS机业务属不法分子
诈骗行为，请相关企业、个体工商户及社会各界人士引起
注意，不要上当受骗。

四、一旦发现此类事件，请立即拨打 110报警或与招
商银行淮北分行联系核实，特此声明。

联系电话：0561-31593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分行

2019年8月12日

李翔等 17 名同志，因无故旷工数日，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法》及《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员工奖惩暂行规定》，需依法解除劳动
合同。请下列人员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内前来矿工资科办
理离岗职业健康体检及其他相关手续，逾期不来视为送达，后果
自负。
李翔、张雷、龙彪、李亮、徐钦友、陈先进、王凯、蒋凯、马纪峰、

张立志、杨海柱、况姜宝、徐桂龙、李亚鹏、黄如波、孙明伟、王洁。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沟煤矿

2019年9月10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年 10月 14日 10时
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濉溪路西渠沟路北 A幢
404室，起拍价：342187.5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2,

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

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 如缺席，则
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
买权人。

六、 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竞
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进行通知。

承办法官：18856168801 张法官
咨询电话：15856116600 宋经理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9月10日

淮 北 市 相 山 区 艺 菲 美 甲 纹 绣 店 ，
92340603MA2RGQFGX8号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声明
作废。

郝景龙 342222198311186013号驾驶证遗失， 声明作
废。

周贝遗失淮北弘阳家居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0000284号装修押金收据，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淮北东方美莱坞医疗美容医院公章及财务专用章遗
失，声明作废。

罗宏 0091004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遗失，
声明作废。

梁艳（340621196806130040）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本遗失，声明作废。

韩玉保 340603197004210235号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
废。

周力、 李建梅 00002402 号购淮北恒大名都 21 栋
1603号房的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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