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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收人：贵州鑫盛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你司于 2021年 11月销售我司长安汽车一辆后一直未

归还车款，车架号：LS4ASE2A1MA713976，请于2022年1月
14 日前归还车款，逾期我司将用你在我司保证金及押金
16.09万元冲销该台长安汽车车款。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军18285135110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开发区沙坝高架桥头都匀万友长

安4S店
贵州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都匀分公司

2022年1月7日

催收公告

本辖区居民罗荣芬于
2021年 12月 3日，在贵定县
昌明镇都六乡凉水井处路
边捡拾到一名女婴，身体健
康无残疾特征，于2021年12
月3日向贵定县昌明派出所
报案，派出所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作出暂未找到该弃
婴父母告知。请该弃婴亲
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贵定县昌明派
出所或罗荣芬联系，联系电话：14785851020。即日起 60日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贵定县民政局
2022年1月7日

公告

国际

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6日电（记者 张继业） 哈萨克斯
坦部分地区骚乱 5日仍在继续，多地出现骚乱者冲击政府
机构的情况。哈总统托卡耶夫当日签署总统令，宣布全国
进入紧急状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6日说，应
托卡耶夫请求，集安组织决定在哈短期部署维和部队。

据哈媒体报道，上千人 5日下午闯入哈最大城市阿拉
木图市政府大楼，暴力纵火并破坏公共财产。他们还冲击
了当地检察院、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办公楼、哈执政党

“祖国之光”党地方办公室等。
记者所在的努尔苏丹市 5日 17时至 24时互联网服务

完全中断，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网页网站等全部无法访问。
托卡耶夫当天表示，部分地方的骚乱参加者正在占领

大型基础设施，他们在阿拉木图甚至占领了当地机场。
阿拉木图市警察局局长哈纳特·泰梅尔杰诺夫对哈通

社说，骚乱造成逾120辆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等各类车辆
被焚毁，300余家商铺、饭店和办公室被打砸。据哈内务部
消息，截至5日夜间，哈国内骚乱已导致8名执法人员丧生、
317名警察和国民近卫军官兵受伤。

据阿拉木图市管委会消息，哈护法机构已开始在当地
开展旨在恢复秩序的“反恐行动”，管委会呼吁居民保持冷
静并协助护法机构恢复秩序和社会稳定。

据哈总统府网站消息，托卡耶夫 5日在发表暴力骚乱
以来的第二次电视讲话时宣布，自当天起他本人担任哈国
家安全会议主席，将对非法集会活动采取强硬措施。托卡
耶夫随后签署总统令，宣布自 1月 5日至 19日在全国范围
实施紧急状态。

托卡耶夫在 6日凌晨举行的安全会议上说，骚乱参加
者在境外接受过严格训练，哈政府已向集安组织寻求帮
助。他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哈政府将继续保障本国民众和
在哈外国人的权利，并保护在哈外国公司和企业。

集安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亚美尼亚总理帕
什尼扬 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收到托卡耶夫的求
助后，考虑到当前局势对哈国家安全和主权构成的威胁，集
安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决定在哈萨克斯坦短期部署维和部
队，以确保当地局势稳定。

新年伊始，哈西南部曼吉斯套州液化天然气价格大幅
上涨，引发多地民众集会抗议。托卡耶夫5日签署总统令，
接受政府辞职，并主持召开社会经济形势会议，通过多项稳
定物价的措施。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5日发布消息，提醒在哈中
国公民遵守驻在国法律规定，增强防范意识，减少不必要外
出，做好安全防护。

哈萨克斯坦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集安组织决定向哈派遣维和部队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
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推
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发展。

《方案》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
障碍，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以综合改革试点为牵
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建设高
标准市场体系积极探索新路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劲动力。

《方案》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维护
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大
胆改革探索，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注重总结经验，及时规
范提升，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模式。《方案》强
调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各领域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举措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提高不同要
素资源的组合配置效率。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坚
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坚持稳中求进，以安全可控为前
提，稳步有序推进试点。《方案》 提出了八个方面试点任
务，包括：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要
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探索建立数据要素
流通规则，加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健全要素市场治
理，进一步发挥要素协同配置效应。

《方案》明确，围绕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根据不同
改革任务优先考虑选择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础较好、发
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都市圈或中心城市等，开展要素市
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严控试点数量和试点范围。党中
央、国务院授权实施以及有关方面组织实施的涉及要素市
场化配置的改革探索任务，原则上优先在试点地区开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指导试点地区编制实施方案
及授权事项清单，按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试点地区拟实
行的各项改革举措和授权事项，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
政法规的，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依法授权后实
施；其他涉及调整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方
面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和经批准的授权事项清单，依法依规
一次性对相关试点地区给予改革授权。

按照《方案》部署，2022年上半年，完成试点地区布
局、实施方案编制报批工作。到2023年，试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力争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
置关键环节上实现重要突破，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制
度建设探索上取得积极进展。到 2025年，基本完成试点任
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为完善全国要素
市场制度作出重要示范。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 邹多为 冯家顺） 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新的一年审计工作如何落实“稳”的要求？“要进
一步加大审计力度，提前揭示不良苗头和有害倾向，推动把重
大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这就是审计最大的‘稳’。”6日，
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给出答案。

侯凯表示，2022年经济工作突出一个“稳”字，各级审计机
关要切实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不能削弱审计力度或
者不如实报告问题，而是要通过一体推进揭示问题、规范管
理、深化改革来保稳维稳促稳。

审计是宏观调控重要的“工具箱”。为切实把国家决策部
署落实到审计项目中、体现在工作成果上，侯凯在部署今年具
体工作时强调，审计监督首先是经济监督，必须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保持工作定力，恪守权力边界，找准审计工作切入点。

一方面，财政和金融审计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关注财政
支出强度和进度，增值税留抵退税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2项
重要减税降费举措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金融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等情况。

另一方面，各项审计都要把推动防范化解风险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瞪大眼睛、明察秋毫”，侯凯说，首要揭示重大经
济贪腐、重大财务舞弊、重大财政造假、重大会计信息失真、重
大生态损毁等突出风险，严肃查处饮鸩止渴、铤而走险、风险
绑架等恶意行为，推动源头治理、防患于未然。

侯凯表示，不论围绕社会、科技、改革开放等政策要求开
展的相关领域审计，还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任中）审计，都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财政
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这一主责主业，从而做好常态化“经济
体检”工作，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

对于审计队伍建设与管理，侯凯指出，审计人员要坚持正
确审计政绩观，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慎重决策、慎重用权，
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

审计最大的“稳”，审计长直接作答！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 冯家顺 邹多为） 2021年
1月至11月，审计机关共向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移送线
索 4400多起，涉及 1070多亿元、7900多人。这是 6日召开的
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最新数据。

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全国共审计2.3万多名领导干
部，查出负有直接责任问题金额 590多亿元；共审计 6.1万多
个单位，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 3040多亿元，健全完善规
章制度9900多项。

“靠铁面树立权威、凭专业赢得尊重。”审计署审计长侯
凯说，过去一年，审计监督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有问题
没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的意识，把每一笔资
金流向跟踪至底层末梢，把每一件问题线索追查到最后一
环，敢于碰硬、勇于担当。

谈及2022年相关部署，侯凯表示，对严重扰乱财经秩序、
损害法律权威、侵蚀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政府公信力的问
题，审计将高度关注、严肃查处，当好维护财经纪律的忠诚卫
士。

铁面树权威！
2021年前11个月审计发现7900多名问题干部

1月6日，G9981次北京冬奥列车停靠在京张高铁崇礼站。
当日，北京冬奥列车亮相京张高铁。据介绍，北京冬奥列车全部使用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开行，并配备5G超

高清演播室。冬奥列车编组8辆，定员564人，外观采用“瑞雪迎春”涂装方案，彰显冬奥主题。
北京冬奥列车将在1月21日至3月16日的冬奥运输期间开行，每日安排开行40对运输方案，其中基本方案17对，每

日开行；预备方案23对，视需开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北京冬奥列车亮相京张高铁

贵州省锦屏县的某羽毛球生产基地，工人在生产车间内
将鹅毛挑选分类（1月5日摄）。

近日来，位于贵州省锦屏县经济开发区的某羽毛球生产
基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足马力，全力生产。该企业
于2017年落户锦屏县经济开发区，不仅吸收300余名农村剩
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还带动锦屏县以鹅养殖、鹅销售及鹅
产品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发展，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 刘诗平） 水利部部长李
国英 6日在 2022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说，实施国家水网
重大工程，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是2022年水利重点工
作之一。

——加快国家水网建设。编制完成《国家水网建设规
划纲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科学有序推
进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西线工
程前期论证。加快推进滇中引水、引汉济渭、引江济淮等引
调水工程，以及内蒙古东台子水库、福建白濑水库等重点水
源工程建设。加快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河北雄安干渠引
水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完善国家骨干供水基础设施
网络。

——推进省级水网建设。各地切实谋划和实施好本地
区水网建设任务，做好与国家水网建设布局和重点任务的
有效衔接，重点推进省内骨干水系通道和调配枢纽建设，加
强国家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与区域重要水资源配置工程的

互联互通。
——打通国家水网“最后一公里”。依托国家骨干网及

省级水网的调控作用，优化市县河湖水系布局。加强大中
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打造一批现代化数字灌
区。推动在东北三江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
西南地区等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区，新建一批现代化灌区。

据了解，2021 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7576 亿元。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已批复67项，累计开工62项。

另据水利部近期发布的《关于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
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5年建设一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
有序实施省市县水网建设。建成一批重大引调水和重点水
源工程，新增供水能力 290亿立方米；城乡供水保障水平进
一步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8%；大中型灌区灌排骨
干工程体系逐步完善，新增、恢复有效灌溉面积 1500万亩；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精细化调度水平有效提升。

水利部部长：2022年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贵州锦屏：羽毛球企业生产忙

这是1月5日在法国南部城市尼斯拍摄的被蓝色灯光
点亮的尼斯图书馆。

近日，法国多个城市的地标建筑相继点亮象征欧盟旗
帜颜色的蓝色，庆祝法国轮任欧盟主席国。2022年1月1
日起，法国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为期半年。

新华社发（塞尔日·阿乌齐 摄）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 鲁畅 李春宇） 世界唯
一的“双奥之城”北京开启了“4 万亿”新篇章。2008
年，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北京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在6日
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北京
市市长陈吉宁表示，初步预计，2021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
值超过 4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北京经济结构和质量持
续优化提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
国第一。

在探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北京市在紧要处落好“五
子”，集中力量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
设、数字经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工作，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

2022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关村
示范区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增长 20%以上；制造业投资增
长 60%以上，民间投资持续活跃；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超过

150亿美元，新设外资企业增长超过50%；首店经济发展势
头强劲，网上零售额增长超过20%。

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
“双引擎”的带动作用，高精尖产业快速发展，积极应对
新冠疫情，主动作为、高效协同，目前已累计生产新冠疫
苗约50亿支，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

奥运也助推了北京经济不断提质增效。2008年，北京
市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在过去近 7年间，2022
年冬奥会筹办工作与首都发展同频共振、同生共舞。北京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徐逸智认为，筹办冬奥会让北
京城市发展又迈上新台阶。

陈吉宁表示，2022年，北京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预期
增长5%以上，北京市将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通信等
领域“卡脖子”技术实现新突破，加速创新药、高端医疗
器械产业化进程。

“双奥之城”北京GDP突破4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