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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近日，经
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
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立积极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
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指导意见的出台正值《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周年。一
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完善领导机制、出
台配套支持措施，推进优化生育政策
任务落实，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为了让政策福利进一步惠及民

众，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
育一体考虑，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
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
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住房、
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加
强宣传引导和服务管理等7 个方面，
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
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
出20项具体政策。

根据指导意见，“十四五”期间，
国家将支持开展 10 个左右儿科类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推进儿科
医疗联合体建设，促进优质儿科医疗
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2022年，全国

所有地市要印发实施“一老一小”整
体解决方案。国家实施公办托育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
项行动，带动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和社
会投资。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由
地方政府制定，加强对普惠托育机构
收费的监管。

指导意见还提出，各地要完善生
育休假政策，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
职工假期待遇。国家统一规范并制
定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
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
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
保障生育保险基金安全。指导意见
对进一步完善公租房保障对促进积

极生育的支持措施，住房政策向多子
女家庭倾斜也作出了具体安排。

指导意见强调构建生育友好的
就业环境，推动用人单位将帮助职工
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相关措施纳入
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
体合同条款；探索开展妇女平等就业
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根据指导意
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完善
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人口工
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密切协同配合，
加快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17部门联合发文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8月15日上午，安徽省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省农业农村厅
动员会在合肥召开。至此，2022 年
第二批 4 个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根据安排，2022 年第二批省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为 25 天。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微信举报平
台，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来电来信微信举报，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18:00。各
督察组表示，督察组全体成员将严
格执行《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实施办法》和《安徽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纪律规定》，严守纪律规
矩，客观公正开展督察，实事求是反
映问题，坚持系统观念、坚持严的基
调、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科学、依法
做好督察工作。

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省农业农村厅
值班电话：0551-65188660
邮政信箱：安徽省合肥市 0046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微信公众号“生态环保督察信访”专

栏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值班电话：0551-62986190
邮政信箱：安徽省合肥市 0044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微信公众号“微互动-生态
环保督察信访”专栏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皖北煤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值班电话：0557-3975077
邮政信箱：安徽省宿州市 0015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省环保督察皖

北煤电信访举报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安徽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值班电话：0551-62225634
邮政信箱：安徽省合肥市 0045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环保督察皖能

集团信访举报

2022年第二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省农业农村厅
进驻期间：2022年8月15日—9

月8日
值班电话：0551-65188660（每

天8:00—18:00）
邮政信箱：安徽省合肥市 0046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省农业农村

厅”微信公众号“生态环保督察信
访”专栏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进驻期间：2022年8月10日—9

月3日
值班电话：0551-62986190（每

天8:00—18:00）
邮政信箱：安徽省合肥市 0044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微信公众号“微互动-生态
环保督察信访”专栏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皖北煤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进驻期间：2022年8月10日—9

月3日
值班电话：0557-3975077（每天

8:00—18:00）
邮政信箱：安徽省宿州市 0015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省环保督察皖

北煤电信访举报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安徽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进驻期间：2022 年 8 月 8 日—9

月1日
值班电话：0551-62225634（每

天8:00—18:00）
邮政信箱：安徽省合肥市 0045

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环保督察皖能

集团信访举报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信访举报受理渠道

积极构建本地
企业供销平台，促进本县上下游企
业整体配套，已召开一场铝材供需
对接会和一次汽摩配供需链对接
会；组织两次企业沙龙，正在组织纺
织、食品、消费电子、居民防疫物资
用品等轻工企业，参与“双品网购
节”，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基本稳
定，已摸排好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
名单”企业工作。

为减企业负担，濉溪县全面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 增 值 税 15691 户 减 免 5837.6 万
元。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 444 户减
免 361 万元。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833 户留抵退税 7.46 亿元。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1804
户缓缴税费5573万元。减免市场主
体房屋租金。截至6月底，濉溪县建
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房屋租金
应减免93户租户187万元租金，实际
减免93户租户187万元租金。濉溪
县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金应减免
196 户租户 270.33245 万元租金，实
际减免196户租户270.33245万元租
金。共计减免 289 户租金 457.33 万
元。减免个体工商户检测费用。对
于个体户送检的安全阀的检定，给
予检验检测费用10%地方优惠；减免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费用 37.1 万元，
非器具检测费11.9万元。

为助企业转型，濉溪县加快政
策兑现，积极向上争取 2022 年制造

强省、民营经济政策资金4000万元，
已到位1373.5万元。县级946.7万元
民营经济发展资金已兑现。引导企
业转型升级，定期开展外贸企业座
谈会，通过政策解读、企业座谈等方
式，鼓励外贸企业通过知名跨境电
商平台进行线上广告和线上交易，
帮助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支持
外贸企业，为企业纾困解难，送政策
进企业，印制商务政策“明白纸”，把
优惠政策送到企业、落实到实处，为
企业注活水、敦后劲，先后拨付政策
资金 311.11 万元，支持 20 多家企业
持续向好稳定发展。针对疫情下外
贸企业物流受阻、通道不畅、海运费
暴涨等问题，深入企业宣传平台物
流扶持政策，依托青龙山无水港开
通的“淮北—青岛”海铁联运班列，
帮助英科医疗出口集装箱约40个。

为稳企业用工，濉溪县支持企业
稳岗扩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现已发
放728家，稳定岗位35900个，发放金
额961.14万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共计5家企业，6个职工已发放6000
元；第一批已向203家企业发放稳岗
补贴313.2万元,预计第二批向40家
中小微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43 万元。
积极兑现用工政策，濉溪县共计为两
家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企业办理企
业社保补贴，合计7875元。开展培训
13期，培训学员707人，发放补贴资
金35.35万元，有效减轻企业负担，缓
解了疫情防控期间企业资金压力。

濉溪县千方百计
推动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这是 8 月 16 日拍摄的贵南高铁

广西段龙江双线特大桥铺轨作业现

场。

当日，在广西河池市，一台铺轨

机将一段500米长钢轨铺设在贵南高

铁龙江双线特大桥的无砟道床上，标

志着贵南高铁正式进入铺轨阶段。

建设中的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包头至海口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贵南高铁全线
开始铺轨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16
日发布“关于加强行政司法联动保障
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平等就业
权利的通知”，再次重申严格禁止歧
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并就加
强就业歧视案件审理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提出，用人单位对新冠肺炎
康复者等劳动者实施就业歧视、擅自
非法查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的，
劳动者可以侵害平等就业权、个人信
息权益等为由，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
确的就业歧视案件，人民法院在确保
公正的前提下，要提高司法保护的效

率，做到快立、快审、快结。
劳动者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

证，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
申请要积极主动进行调查。案件审
理中，人民法院要充分考虑当事人
的举证能力，根据诚实信用、公平原
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使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通知再次强调，用人单位和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遵守相关法律
规定，不得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等为由，拒绝招（聘）用
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不得发
布含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除
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得违反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有关规定，擅自非法查
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两部门加强行政司法联动
保障新冠肺炎康复者平等就业权利

做实民生实事。办好困难职工帮
扶民生实事，对困难职工家庭及时给
予生活救助、大病救助、子女助学、就
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关爱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为货车司机、网约车司
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提供建会入会、安全保护、健康
体检等方面权益保障；聚焦助学育人
目标，统筹推进圆梦计划、金牌蓝领、
阳光就业暖心行动，帮助100名以上
困难学子完成学业、充分就业；深化

“互联网+普惠服务”，常态化开展加
油、餐饮、观影、健身、公交打折等普惠
性活动，启动工会会员大病医疗普惠
慰问项目，开展“一瓶水·传递爱——
致敬高温下劳动者”活动。

促进和谐稳定。实施集体协商
专项行动，推动企业与货车司机、网

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签订行业集体合同；
实施法律援助专项行动，开展“法院+
工会”诉调对接等活动，充分发挥工
会劳动关系监测点和信息员作用，及
时监测分析劳动关系态势；妥善解决
职工信访矛盾问题，建立健全下访接
访制度，畅通“12351”职工维权热线
等“信、访、网”信访投诉渠道；规范企
（事）业民主管理，保障职工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转变工作作风。组织工会干部
“赴基层蹲点”和“当一周工人”活
动，深入开展“工会干部进万家”活
动，主动摸排疫情对职工生产生活
的影响；组织全市职工队伍状况调
查和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情况专
题调研，了解掌握企业和职工诉求，
认真研究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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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安徽新正城乡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9月15日
上午9：30时在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以网上竞价方式拍卖以下标的：废弃
土石料约55908.75吨，起拍价：277.87
万元，竞买保证金：13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即日起至拍卖
前。标的所在地点: 古饶镇鹏淮绿色
新型建材厂内，参拍条件：登陆淮北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 http://ggzy.
huaibei.gov.cn/

三、竞买登记：有意向竞买人须
在拍卖前 2022 年 9 月 14 日 16：30 时
前持：营业执照（副本）、验资报告、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
证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竞买的还需
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
及复印件，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
公章，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账户名
称：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号：1305016109024976696；开户行：工
行淮海路支行 ），到淮北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五楼520室办理手续。

联系电话：安徽新正城乡发展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孟 工（ 电 话 ）：
18456151769

淮北市亿隆拍卖有限公司 孟先
生（电话）：18856159696

地址：淮北市相山区源创客10号
楼C18室

安徽新正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淮北市亿隆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7日

拍卖公告

新修订 2022 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根
据营养科学原则和人体营养需要，结合当地
食物提出食物选择和身体活动的指导意见，
提炼出了8条平衡膳食准则。

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平均每

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
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食不过量，保持能量平衡，坚持每天活动

6000步，减少久坐时间。
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
每天不少于300g的新鲜蔬菜，200~350g

新鲜水果，奶及奶制品300ml。
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动物性食物每天120~200g，每天一个鸡

蛋，每周至少2次水产品。
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成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 5g，油 25~

30g，糖25g以下最好。
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
一日三餐，定时定量，每天饮水 1500~

1700ml。
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
学会阅读食品标签，认识食物，学习烹

饪，做好健康膳食规划。
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
文明卫生，珍惜食物，按需备餐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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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340024832，声明

作废。

郭晨旭，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Q 340192999，
声明作废。

李梓沫，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U 340212097，
声明作废。

贾骏旗，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P 340871396，声
明作废。

张恒熙，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Q 340300013，
声明作废。

魏 凯 遗 失 本 人 身 份 证 ， 证 号 ：
340621197010236637 ，声明作废。

薛娜娜遗失皖F89891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淮北相山区佳一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惠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660004463401 ，声明作废。

根据合并各方的股东会决议，安徽淮海实业
集团相王现代服务有限公司和黄山淮海商贸有
限公司拟办理吸收合并手续。合并后原黄山淮
海商贸有限公司注销，安徽淮海实业集团相王现
代服务有限公司存续，黄山淮海商贸有限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安徽淮海实业集团相王现代服务有
限公司承继。合并前安徽淮海实业集团相王现
代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4819.92万元，黄山
淮海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合并后
存续的安徽淮海实业集团相王现代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14819.92万元。请黄山淮海商贸
有限公司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安
徽淮海实业集团相王现代服务有限公司及黄山
淮海商贸有限公司申报债权。期满后视无债权
申报。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561-3122195
安徽淮海实业集团相王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黄山淮海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 记者 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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