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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核酸检测，能主动搜索
潜在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实现防
控关口前移，切实保护群众健
康。请您积极配合开展核酸检
测；在排队采样时，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管理，保
持 1 米以上安全距离，不相互交
谈、不随意触摸公共物品、不将物
品放置在采样台。采样后换戴备
用口罩，立即离开采样点，不在采
集点周围吐痰、逗留；回到家后请
立即洗手，必要时使用酒精湿巾
对手机、身份证等物品进行擦拭。

请您自觉遵守政府在公共场
所实施佩戴口罩的控制措施，在
出入社区、单位、各类公共场所及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当正确
佩戴口罩。对不听劝阻、拒不正
确佩戴口罩的人员，将依法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伪造、变
造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使用他人健康码、行程码或采取
其他方式隐瞒行程、活动轨迹，骗
取有关人员信任，出行出访、进入
公共场所，引起新冠病毒传播风
险的,将追究法律责任。请您自
觉遵规守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主动配合社区疫情防控排

查，是广大市民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请外地来（返）淮人员，按照
防疫政策要求，及时向所在社区
（村）、工作单位或所住宾馆酒店
报告，主动告知相关旅居史。接
到社区排查电话时要积极配合，
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按要
求做好信息登记、核酸检测、医学
观察等防控措施。对因瞒报、谎
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规
追究责任。

疫情防控记心中，健康出游
不放松。外出旅行，请您做好以
下几点：一是出行前，提前了解目
的地疫情防控政策，备好充足口
罩、洗手液、消毒湿巾等防疫物
资，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有
病例报告的地区；二是出行时，全
程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一米线等
良好卫生习惯；三是出行归来后，
要主动配合进行落地检并及时向
居住地社区（村）主动报备，做好
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异常症状
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相关旅居
史，不要自行购药、服药。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
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
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
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
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
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的六大
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
间是3月底。由于国内当时正
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
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
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
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
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
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
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
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
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
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

在莫斯科召开。
1928 年 3 月，共产国际来

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
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
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
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
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
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
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
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
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
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
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42 人，其
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 84
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

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
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
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
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
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
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
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
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
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
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
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中央委员 23 人，候补
中央委员 13 人。随后召开的
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
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
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
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

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
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
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
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
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
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
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
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
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
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
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
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
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
质问题上，指出中国仍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
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

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
成。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
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
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
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
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
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
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
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
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
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
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林琳 整理

据新华社台北9月21日电 21
日，“盛世壁藏——唐代壁画文化
特展·二部曲”在台湾中国文化大
学华冈博物馆开幕。展览以数字
技术复制展出陕西历史博物馆典
藏的唐墓壁画，向台湾民众介绍
壁画文化，再现盛唐风华。

据介绍，展览精选50幅墓室
壁画，以四季节庆为主轴，从服饰
与妆容、饮食与宴饮、运动与乐
舞、信仰与精神生活等四个方面，
展现唐代开放多元的社会风尚。
在娱乐单元，特别展出唐代名相
韩休墓中的《乐舞图》，饮食方面
则以名画《宴饮图》为代表，展览
还设置汉服体验区，引领观众穿
越历史长河走进长安城，一睹唐
代生活风貌。

该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和台湾
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共同主
办。

来自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学
与古物维护研究所的刘尹筑在陕
西历史博物馆进行了为期5个月
的实习工作。她在开幕视频中说，
通过学习壁画修复，她深入了解了
唐墓壁画的工艺技法和绘画方式，
也让她直接、深刻感受到了唐代的
生活、礼仪、艺术、文化等方面，丰
富的体验让她深感不虚此行。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于
群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两岸同文
同种、同根同源，两岸青年是民族
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两岸关系的
未来和希望，期望此活动可以持
续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主办方表示，展览还将向观
众介绍唐代壁画发展背景、壁画
揭取工艺、壁画出土墓室等考古
资料，并结合展期内重阳节等传
统节日，多元化展现唐代风貌和
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20
日，之后将在台中、屏东两地巡回
展出。

党的六大：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远离疫情健康出行，
我们可以怎么做？

新华社纽约 9 月 22 日电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与国际劳工
组织 22 日共同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2021年全球可再生能
源工作岗位达到1270万个，中

国占全球总数的42％。
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国家

正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创造就业
机会，几乎三分之二的就业岗
位来自亚洲，仅中国就占全球
总数的42％，其次是欧盟和巴
西各占10％，之后是美国和印

度分别占7％。
报告还表明，太阳能是发

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去
年提供了 430 万个工作岗位，
占比超过全球可再生能源就业
岗位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

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说，尽管
全球面临诸多挑战，可再生能
源就业仍具有弹性，并且已被
证明是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可
靠引擎。他建议各国推行各种
产业政策，鼓励在国内增加更
多的可再生能源工作岗位。

报告指出，中国是领先的
太阳能光伏板制造及安装大
国，并且海上风电正创造越来
越多的就业机会。欧洲目前占
全 球 风 电 设 备 制 造 产 能 的
40％左右，是最重要的风电设
备出口方。

中国可再生能源工作岗位占全球逾四成 唐代壁画特展
在台北再现盛唐风华

9月21日，中国海军第

42 批护航编队从山东青岛

某军港解缆起航。这是特

战队员在日照舰甲板上整

齐列队。

■ 新华社发

摄影 刘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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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立普分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钢结构厂房废旧钢材一批拍卖公告

一、拍卖标的及竞买保证金：
安徽科立普分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钢结

构厂房废旧钢材一批。保证金：10万元。
二、拍卖时间：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上午9:00时
拍卖地点：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

竞价大厅（中拍平台）
三、标的展示：拍卖日前两天，标的所在地
四、登记手续：请于2022年9月29日16:30

时前持下列手续办理竞买登记：
1、法人或自然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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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201021000146498；
开户行：徽商银行淮北相阳支行）。

3、手续资料费：贰佰元/标的（交至拍卖公
司）。

五、其他事宜详见http：//ggzy.huaibei.gov.cn
联系电话：0561-3881918 13615618997
公司地址：淮北市鑫源御品酒店隔壁

淮北市金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3日

淮北市大气污染防治量化考核周排名
（第37周9月11日-9月17日）

表三：全市重点区域点位颗粒物浓度倒数排名表表一：全市各县区量化考核排名表

表二：全市镇街颗粒物浓度倒数排名表

注：PM2.5、PM10浓度单位为微克/立方米。

排名

1

2

3

镇街

平均值

段园镇

韩村镇

矿山集街道

所属县区

杜集区

濉溪县

杜集区

PM2.5

38

45

45

44

镇街

平均值

古饶镇

段园镇

矿山集街道

所属县区

烈山区

杜集区

杜集区

PM10

73

91

88

88

县区

杜集区

相山区

烈山区

濉溪县

空气质量（40）

36.96

37.05

37.14

36.71

问题管控（20）

9.29

8.57

5.56

6.09

专项行动（10）

10.00

7.27

10.00

0.00

交办反馈（10）

10.00

10.00

10.00

10.00

网格员调度（10）

10.00

10.00

10.00

8.60

预警落实（10）

10.00

10.00

10.00

10.00

得分

86.25

82.89

82.70

71.40

注：PM2.5、PM10浓度单位为微克/立方米。

排名

1

2

3

重点区域点位

平均值

油坊村

刘桥镇人民政府

淮北市沈集小学

镇街

相山区渠沟镇

濉溪县刘桥镇

杜集区朔里镇

PM10

45

69

62

62

排名

1

2

3

重点区域点位

平均值

油坊村

刘桥镇人民政府

张院村村委会

镇街

相山区渠沟镇

濉溪县刘桥镇

杜集区矿山集街道

PM2.5

24

44

39

35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0月

27日上午10时至2022年10月28日上午10时

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烈山区迎宾路169号国购

汽车文化园28幢118室，起拍价：221126元；②
烈山区迎宾路169号国购汽车文化园28幢119

室，起拍价：198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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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18130690678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9月23日

尹 皓 轩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T
340148387，声明作废。

孙 沐 辰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V
340127357，声明作废。

淮北皖科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皖 F58026 车辆营
运证，声明作废。

淮北锦程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皖FG828挂车辆营
运证，声明作废。

安徽省元亨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人王忠营印鉴
章遗失，声明作废。

扬州市腾飞钢杆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濉溪分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扬州市腾飞钢杆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濉溪分公司
负责人田永刚印鉴章遗失，声明作废。

王莉、祁龙遗失淮北金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紫园三期 1#1107 室购房发票，编号：01222925，金

额：610000元，声明作废。

张 长 建 遗 失（萧 县 经 济 开 发 区 医 院）安 徽
省 医 疗 住 院 收 费 票 据 ，住 院 时 间 ：2022 年 3 月
29 日 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住 院 号 ：2022030438，
票据编号：0003074574 ，金额：2966.5 元，声明作
废。

石淑影、蒋相平遗失淮北市蓝宇相王山庄置业
有 限 公 司 凤 凰 城 46#3404 室 购 房 发 票 ，编 号 ：
13616438，金额：278259元，声明作废。

■ 记者 岳夕彤 齐湘辉
■ 记者 王建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