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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代一欧、柴雄斐二人长期不

到岗工作，严重违反我单位的规

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

规定及与上述二人的劳动合同约

定，我单位依法解除上述二人的

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河北工程大学

2018年5月7日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3 级临床专
业 三 大 班 学 生 许 鹏 飞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3021010491，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
2018届软件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梁秋实
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181385，声明作废。

▲石家庄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017 级工程
造价本科班学生马梦帆学生证丢失，学号：
20171412021，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2002届农业
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乔海
刚毕业证书丢失，编号：10086120020500411，
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02 届农
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乔
海刚学士学位证书丢失，编号：100864020325，
声明作废。

▲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
事侦查大队民警李哲恒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94479，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2016 级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王菁学生证丢失，学号：
201622400536，声明作废。

▲唐山学院 2002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董志勇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1960120020600881，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15 届中西医临床医学
专业5年制本科毕业生刘小雷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0891201505001363，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 2018 届经济统计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赵嘉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1804179，声
明作废。

▲河北大学 2018 届经济统计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刘馨怿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1804182，
声明作废。

▲河北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2018 届英语
专业本科毕业生伍加玲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1802945，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18 届麻醉学专业研究
生 毕 业 生 赵 永 雷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10089180603，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 2009 届
园林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刘逸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00861200905001067，声明作废。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2 届护理专

业（3+2）五年制专科毕业生曹帅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37791201206002851，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 2015 届学前教育专业（专
接本）二年制本科毕业生康凤彩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00991201505000605，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6 级工业工
程专业 L162 班学生高宇然学生证丢失，学号：
16L0203224，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 2013 届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四
年制本科毕业生朱晓健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05331201305100697，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 2013 届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四
年制本科毕业生朱晓健学士学位证书丢失，编
号：1053342013100697，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届生物技
术专业本科毕业生孟蕾三方协议丢失，编号：
1803533，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05 届临床医学专业三
年制专科毕业生贾晶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00891200506000054，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6 届金
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李杰就业协议书丢失，编
号：1601179，声明作废。

▲沧州师范学院（原沧州师范专科学校）

2003届英语教育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王艳丽
毕业证书丢失，编号：101051200306002056，
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2008 届设
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李欣
毕业证书丢失，编号：135951200805002465，
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2008 届设
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李欣
学士学位证书丢失，编号：1008642008007242，
声明作废。

▲史战锋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丢失，
编号：0228980，公路工程专业，声明作废。

▲燕山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08届土木工程
专业（函授、专升本）三年制本科毕业生赵威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02165200805000593，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2018 届能源与
动力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周晓琪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20181227，声明作废。

▲河北地质大学 2018 届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本科毕业生高铖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0181431，声明作废。

▲冯伟高级工程师资格证书（建筑工程专
业）丢失，编号：0470206，声明作废。

▲霍兴不慎将河北省行政执法证丢失，证
号：S150000356，声明作废。

▲徐雷萍不慎将河北省行政执法证丢失，
编号：S150000391，声明作废。

▲徐雷萍不慎将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丢
失，编号：13151091，声明作废。

▲石家庄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6
级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王世红学生证丢失，学号：
20160803053，声明作废。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2 届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2年制专科毕业生赵薛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1071201206000492，声明作废。

▲唐山学院 2007 届文秘专业三年制专科
毕 业 生 么 帅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10331200706001137,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大学 2013 届采矿工程专业（成
人、函授）本科毕业生田斐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00765201305030256，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届生物技
术专业本科毕业生张小雪就业协议书丢失，编
号：1803592，声明作废。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裕华交警大
队民警崔荣宇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4627，
声明作废。

国务院印发意见

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
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
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
是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
要求，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
制造强国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
动经济迈上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制造强国建设和劳
动者就业创业需要，推行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
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设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意见》明确了促进普惠均等、坚持
需求导向、创新体制机制、坚持统筹推
进的基本原则，提出要建立并推行覆盖
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学习工作
终身、适应就业创业和人才成长需要以
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实现培训对象普惠化、培训

资源市场化、培训载体多元化、培训方
式多样化、培训管理规范化，力争 2020
年后基本满足劳动者培训需要，努力培
养造就规模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和
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意见》提出了推行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构
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完善终身
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围
绕就业创业重点群体，广泛开展就业技
能培训；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全面
加强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适应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着力加强高技能人
才培训；大力推进创业创新培训；强化

工匠精神和职业素质培育。二是深化
职业技能培训体制机制改革。建立职
业技能培训市场化社会化发展机制、技
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职业技能培训质
量评估监管机制、技能提升多渠道激励
机制。三是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
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能力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教学资源建设和职业技
能培训基础平台建设。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做
好公共财政保障，多渠道筹集经费，建
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机制，进一
步优化社会环境，大力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记者安
蓓） 记者 8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我国已于近日出台意见推进高铁
车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意见强
调，要合理把握开发建设时序，严禁
借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名义盲目搞
城市扩张。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国铁路总公
司联合出台的意见，大城市初期应重
点开发新建高铁车站周边 2 公里以内
区域，可适当控制预留远期发展空间，
避免摊子铺得过大、粗放低效发展。
中小城市不宜过高预估高铁带动作
用，避免照搬照抄大城市开发经验，硬
造特色、盲目造城。

意见强调，要切实防范高铁车站
周边开发建设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列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范围
的高风险地区原则上不得举债搞建
设。支持地方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
根据意见，要严格依据城市总体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交
通规划等编制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
设 规 划 ， 合 理 确 定 开 发 规 模 和 边
界，杜绝边建设、边规划。新建铁
路选线应尽量减少对城市的分割，
新建车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
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
铁出行便利。高铁车站建设要规模适
当、经济适用，切忌贪大求洋、追求
奢华。

意见明确，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
设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

约用地制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
手续。坚决防控单纯房地产化倾向。
要突出产城融合、站城一体，有关城市
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特色、发展
定位等，构建枢纽偏好型产业体系，避
免沿线临近站点形成无序竞争、相互
制约的局面。

意见指出，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
设必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发展理念，营造宜居宜业环境，提高
交通便利性和公共服务能力，增强产
业、人口集聚效应，使人“愿意来”“留
得下”“活得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出台意见

严禁借高铁站周边开发名义盲目搞城市扩张

据新华社成都 5 月 8 日电
（记者吴文诩、张海磊）在四川
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仲权镇竹元
村，修林密竹中掩映着一座川南
民居四合院，秋收起义总指挥卢
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

卢德铭，字邦鼎，又名继
雄，1905 年 6 月 9 日出生。少
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阅读
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
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 2
月，卢德铭持李筱亭（同盟会会
员，孙中山秘书）的信函拜见孙
中山，经孙中山面试、推荐，被
黄埔军校破格录取。在黄埔军
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 2 月，卢德铭参加
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
任学生军侦察队长。1925 年
11 月，调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
挺独立团任第二营第四连连
长。1926 年 5 月，独立团担任
北伐军先锋，从广东省肇庆出
发，挺进湖南。攻克武昌后，独
立团改编为第 73 团，卢德铭任
参谋长。

1927 年 6 月，国民革命军
第二方面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
警卫团，卢德铭受中国共产党
的委派担任团长。

9月，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总指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
会委员。起义受挫后，在9月19
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
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
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

区。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
主张，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
没的危险。这一意见，对于会议
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会
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
霄山脉向南转移。

9 月 25 日拂晓，起义军从
芦溪出发南进。当行进到山口
岩时，后卫第 3 团遭到敌军伏
击。在这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
而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增
援。在这场恶战中，卢德铭不幸
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 22
岁。对卢德铭深为赏识的毛泽
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
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

如今，烈士家乡仲权镇建
有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卢德铭烈士事迹陈列室和卢德
铭烈士纪念馆，原貌保护卢德
铭故居的部分房屋。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记者刘
诗平）从 5 月 8 日零时起，包括我国在内
的亚太地区用户可正式接收“风云四号”
A 星数据。同时，全部国家级气象业务
平台完成“风云二号”到“风云四号”卫星
业务切换。

这是“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的全新时
代——自2005年我国静止气象卫星“风
云二号”C 星向国内外用户发送卫星数
据图像、依赖国外卫星数据制作云图成
为历史。

据“风云四号”A星地面应用系统总
设计师张志清介绍，“风云四号”A 星是
我国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的首发星，其
搭载的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与静止轨
道扫描成像辐射计“联手”，在全球首次
实现静止轨道上三维大气的立体监测。

亚太地区用户昨日起可
接收“风云四号”A星数据

卢德铭

秋收起义铸丰碑

卢德铭（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石家庄 5 月 8 日电（记者陈
炜伟、陈菲）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宝
贵财富。中共中央日前印发关于建立国务
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制度的意见，加强人大和全社会对国有
资产的监督，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发展、造
福人民。建立这一制度，是党中央加强人
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重要决策部署，是
党和国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的重要
基础工作。

为贯彻落实意见，全国人大财经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财政部7日至8日
在河北石家庄召开建立政府向本级人大常
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座谈会，交
流经验，部署工作，全面推进建立和实施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国有资产规模和效益得到进一步
提升。财政部统计显示，截至 2016 年底，
经济价值可计量国有净资产约84万亿元。

但与此同时，国有资产管理还存在底
数不够清楚、管理不够公开透明、人大监督
所需信息不够充分和监督不够有力，导致
国有资产流失、效益发挥不充分等问题。

“建立实施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
度，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有利于推进人大国有资产监督的制
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有利于让国有资产
管理在阳光下运行。”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
委员徐绍史说。

意见将国有资产大体上分成企业国有
资产（不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等国
有资产，明确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18 年监督工作计划中，安排 10 月份听
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重点听取和
审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
说，财政部将组织力量高质量编制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和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在企业国有资产方面，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
亚庆说，要将中央和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全部纳入报告范围，做到全
方位、无死角。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张
德霖介绍，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底数有待进一步摸清。要加强有关
重大问题研究，加快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报告制度。

意见对地方建立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制度提出了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各省（区、市）今年都要建立报告制度，
全国地市一级今年也要争取建立报告制度，2019年扩大到有条件
的县级地方，2020年要实现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地方全覆盖。

我国全面推进建立实施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

大城市初期应重点开发

新建高铁车站周边 2 公

里以内区域，可适当控

制预留远期发展空间

我国高海拔地区首座转体梁桥成功合龙

5 月 8 日
上午，我国高海
拔地区首座转
体梁桥——格
库铁路格东特
大桥转体梁顺
利 合 龙 ，标 志
着转体梁工程
首次在青藏高
原 转 体 成 功。
图为格库铁路
格东特大桥 21
号、22 号墩台
进 行 转 体 施
工。 新华社发

伊朗总统鲁哈尼7日在伊朗宗教圣
城马什哈德表示，即便美国退出，伊朗
也将继续遵守伊核协议。

“如果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我们
对伊核协议的期望也能得到满足的话，
那将更好。”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
国通讯社援引鲁哈尼的话说。

鲁哈尼表示，如果全世界担心伊朗
试图拥有核武器，那么伊朗已用伊核协
议向世界保证，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

鲁哈尼此番表态是近段时间来伊
朗官方首次明确表示伊朗可继续遵守
伊核协议。此前伊朗曾多次表示，如果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伊朗没有理由还留
在伊核协议中。伊朗有能力重启 20％
丰度浓缩铀活动。

就在鲁哈尼做出这一表态几小时

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发文称，将于美国当地时间 8 日宣布对
伊核协议的决定。

今年 1 月，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次延
长美国对伊核问题的制裁豁免期，将 5
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
并扬言如果届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
方案，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一直持否定态
度。此前，他曾称该协议“糟糕且失败”。

而美国的盟友英、法、德三国均对
现有协议表示支持。德国外长马斯和
到访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7日在柏林表
示，无论美国政府对伊核协议有何新决
定，德法两国都将继续坚持遵守这一协
议。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约
翰逊 7 日也对媒体表示，当前形势下没

有比伊核协议更好的替代方案。
2015 年 7 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
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
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同时享有
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国际社会解除对
伊朗实施的制裁措施。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伊朗与美国
等西方国家关系改善抱有期待。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伊朗开始核
能源研发活动，其核技术主要从当时与
其关系密切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
1980年美国与伊朗断交后，美国开始指
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借口秘密
发展核武器。2003 年 2 月，伊朗宣布发
现并提炼出铀后，其核计划立即遭到美
国的“严重质疑”，并引起国际社会极大

关注。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多
份针对伊朗的制裁决议。

2015 年 7 月 14 日，伊朗核问题六
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
国）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全面解决伊
核问题的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必须停
止高丰度浓缩铀活动，接受国际核查等
条件；在伊朗切实履行协议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解除对伊相关制裁。

尽管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为
伊朗开启了一扇通向国际社会的大门，
但“积怨已久”的伊美改善关系之路却
走得磕磕绊绊。伊核协议实施近 3 年
间，美国依然认定伊朗为中东地区的

“麻烦制造者”及“恐怖分子支持者”。
特朗普上台以来更是接连发难。

综合新华社5月8日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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