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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木（身份证号：522723196603040436）
和 妻 子 胡 德 春 （ 身 份 证 号 ：
522730197401170329），分别于2016年7月30日
在贵定县盘江镇红旗村太平寨家门口捡拾得一
名女婴，抚养至今，现暂取名为：张明圆；2017
年6月24日在贵定县盘江镇红旗村太平寨门口
捡拾得一名男婴，抚养至今，现暂取名为：张明
湖，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持有效证件速与张广木
联系，联系电话：18286420986。

张广木
2022年4月27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不慎遗失
“黔南州老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三都服务中
心”公章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2021年 10
月 30日后此公章加盖的一切文件均非本公
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一律不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特此公告！

黔南州老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年 5月 25日-31日公开拍卖：
酒类罚没物品（详见：拍卖标的清单）。

一、现场线下拍卖分三场进行：
拍卖时间：
第一场：2022年5月25日上午10时00分；共25个拍卖标

的，其中：飞天茅台酒 10个标的，生肖酒 10个标的，纪念酒 5
个标的。

第二场：2022年5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共21个拍卖标
的，其中飞天茅台酒10个标的，生肖酒6个标的，纪念酒5个
标的。

第三场：2022年5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共27个拍卖标
的，其中飞天茅台酒10个标的，生肖酒10个标的，纪念酒7个
标的。

详见：第一期罚没物品（酒类）现场拍卖标的清单（共计
1054瓶）。

报名展示时间：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 2022年 5月 9日
至5月24日下午17时

报名地点：黔南州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成交款付款日期：2022年5月26日至5月28日

拍卖地点：黔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现场拍卖会每场报名人数限制：100人（先到先报、报满

截止）
二、网络线上拍卖：
拍卖时间：2022年 5月 29日 10时至 2022年 5月 31日上

午10时止（标的物拍卖自由竞价时间为48个小时、限时竞价
时间为2分钟）

拍卖地点：中拍平台（网站：https://paimai.caa123.org.
cn/）

报名展示时间：2022年5月9日至5月30日下午14时止
报名地点：黔南州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成交款付款日期：2022年5月31日至6月02日

拍卖清单：共 72个拍卖标的，其中：飞天茅台酒 16个标
的，生肖酒44个标的，纪念酒12个标的。

详见：第一期罚没物品（酒类）网络拍卖清单（共计 1247
瓶）。

标的展示：本次拍卖不提供现场看样，所有标的均按现
状进行拍卖。拍卖前所有标的物已经专门机构邀请厂方鉴
定为其公司真实产品，并已标明鉴定编号对应产品编号。

报名地点：黔南州拍卖有限公司（都匀市剑江中路64号）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000.00元，以银行转账、电子汇款

方式缴纳。
报名及竞买要求：自然人参加竞拍的，须提供本人有效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法人参加竞拍的，须持法人营业执照

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委托他人参
与竞拍，除上述资料外，还须出具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授权委
托书原件。一份身份证或一份营业执照限报一个名额，一个
名额允许一人进入会场；一个名额不限制竞买标的数量，但
若举牌成交1个以上标的又因个人原因造成交易失败的，取
消所有成交并不退还竞买保证金。

现场拍卖会疫情防控要求：前来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
须符合“贵州省卫健委发布疫情防控”要求，同时出示48小时
内核酸检测证明、健康码和行程码、佩戴口罩、测量体温，竞
买人本人凭《竞买登记表》、身份证进行签到并领取竞价号牌
后方能进入拍卖会现场，其他人员谢绝入场。

咨询电话：18085435887(袁女士) 18684128565(罗女士)
18685086768（朱女士） 0854-8232508（办公）

注：罚没物品(贵州茅台酒) 拍卖工作分四期完成，第二
期计划 2022年 7月 31日前完成；第三期计划 2022年 9月 30
日前完成；第四期计划 2023年 1月 13日完成；欢迎各界人士
来电咨询报名。（资料备索）

黔南州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黔南州罚没物品(酒类)拍卖公告
（第一期）

《贵州沃兴华业劳务有限公司贵州省瓮安
县石虎山铝土矿“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及《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
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的规定
和要求，现将《贵州沃兴华业劳务有限公司贵州
省瓮安县石虎山铝土矿“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百 度 网 盘 ： https://pan.baidu.com/s/

1pT8Byk5CVE-C-oruu_GBrg 提取码: ekph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贵州沃兴华业劳务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那乡村及

永和镇萍水村
联系人：王振峰
联系电话：15637562117
联系地址：瓮安县银盏镇摩尔城C4区1单

元4003号
电子邮箱：1251096542@qq.com
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百 度 网 盘 ： https://pan.baidu.com/s/

1pT8Byk5CVE-C-oruu_GBrg 提取码: ekph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公众意见征求范围主要有：受项目直接、间

接影响的公众及团体。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各位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现场来访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发表个人意见及提交公众
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贵州沃兴华业劳务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贵州沃兴华业劳务有限公司贵州省瓮安县石虎山铝土矿“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公告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吴雨） 记者25日从中国人
民银行获悉，为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人民银行决
定自2022年5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
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9%下调至8%。

据介绍，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指金融机构交存中国人民银
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与其吸收外汇存款的比率。

央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到8%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戴小河） 我国以煤为主的
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电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承担保障我国能源
电力安全的重要作用。

这是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 24日在全国煤电“三改联动”
典型案例和技术推介会上说的。他表示，2021 年煤电以不足
50%的装机占比，生产了全国 60%的电量，承担了 70%的顶峰任
务，发挥了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顶梁柱”和“压舱石”作
用。

余兵介绍，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电力系统
清洁低碳转型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煤电将逐步由提供电力电
量的主体电源转变为电力电量并重的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概
括讲就是“两降低、两提升”，“两降低”就是装机占比和发电量
占比的降低，“两提升”就是灵活调节能力和清洁高效水平的提
升。

“2021年我国煤电度电煤耗大约为305克，尽管已经优于美
国和德国、仅次于日本，且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占比已经超
过50%，但亚临界机组还有近4亿千瓦，这部分机组的煤耗明显
偏高，需要尽快实施节能降碳改造。”余兵说，大电厂覆盖范围
内还有一些20蒸吨甚至10蒸吨的燃煤小锅炉和运行年限长的
小热电，应当抓紧实施替代。

余兵表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和装机结构下，煤电是最经
济可行、安全可靠的灵活调节资源，在提升电力保供能力的同
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全国煤电“三改联动”典型案例和技术推介会由国家能源
局委托电力规划设计总院24日在京举办，一批典型案例和先进
技术在全行业得到推介。

国家能源局：

煤电仍将长时期承担
保障电力安全的重要作用

4月23日，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工人在总装车间工作。
近日，上汽集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旗下整车、零部

件和物流企业等围绕人员保障、供应链保障、物流保障、封闭生
产管理和防疫措施已启动了复工复产压力测试。4月19日，上
汽临港乘用车工厂下线了压力测试下的首台轿车，稳步推进复
工复产。截至4月23日，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已生产下线700
多辆整车。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意见围绕当前消费领域备受关注的
热点问题，提出5方面20条政策举措。

当前如何稳定消费？中长期消费如何挖潜？如何破除
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记者25日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有关负责人和相关专家。

以促消费稳定经济基本盘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

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季度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9.4%。

“当前部署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有利于稳定经济基本盘和
保障改善民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
郭丽岩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意见一方面着眼长远，
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
各环节，有序破除消费领域体制机制障碍，为培育完整内需
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坚实的
支撑；另一方面聚焦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
极应对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努力稳定当前消费，切实保障消
费供给，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在“稳”“保”“新”上下大力气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消费特别是接触型

消费恢复较慢，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服务业领域面临
较多困难。“稳住市场主体，才能保就业、稳收入，进而才能稳
消费。”郭丽岩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清彬认为，要尽快将餐

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政
策落实到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加大帮扶力度。各地要不折
不扣落实好物流保通保畅的要求，防止各自为政、层层加码。

3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由增长转为下降，
消费恢复进一步承压。“同时要看到，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是
阶段性的。接下来，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政策效应逐
步显现，正常经济秩序将快速恢复，消费也将逐步回升，
消费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稳”“保”“新”上下
大力气，努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一是固“稳”，着力稳住消费基本盘。落实好特困行业
纾困扶持措施，支持各地结合实际依法出台税费减免等措
施，稳住更多消费服务市场主体。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
消费。将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以
投资带消费。

二是抓“保”，全力保障消费供给。结合疫情防控形势
和需要，支持各大中城市科学规划建设一批集仓储、分
拣、加工、包装等功能于一体的城郊大仓基地，确保应急
状况下及时就近调运生活物资，切实保障消费品流通不断
不乱。在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基础上，全力做好物流
保通保畅工作。建立完善重要商品收储和吞吐调节机制，
落实好粮油肉蛋奶果蔬和大宗商品等保供稳价措施，特别
是要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三是强“新”，充分发挥适应防疫需要的新型消费优
势。科学推广无接触交易服务，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

合，培育壮大“智慧+”消费，既提升居民消费便利度，
又助力数字经济大众化发展。

聚焦痛点堵点持续挖掘消费潜力
“我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特别是服务

消费等增长较快，要出台更有效的措施激发超大规模市场
蕴含的潜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匡贤明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瞄准居民
消费个性化多元化和结构升级趋势，聚焦消费领域痛点难
点堵点和体制机制障碍，做好巩固拓展重点领域消费、完
善消费发展支撑体系、以改革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等三方面
工作。

加强商品质量、品牌和标准建设，促进医疗健康消费
提质升级，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支持新能
源汽车加快发展，推动品牌消费、品质消费进农村……一
系列措施巩固拓展重点领域消费；

积极建设一批区域消费中心，畅通物流大通道，完善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设施条件，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完善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发展综合能力；

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健全
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加快消费信用体系建设，全面加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以改革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释放消费潜力是个系统工程，关键要用改革的方法破
除障碍。”匡贤明说，比如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服务
质量标准的国际对接等，以改革的有力举措不断提振和稳
定消费预期。

如何稳定当前消费？ 如何释放消费潜力？
——聚焦促进消费20条政策举措

新华社记者 安蓓

田间地头“织锦”忙

4月24日，在湖南省常宁市宜阳街道万寿村，村民在秧田里起秧苗（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周秀鱼春 摄）

上图：4月24日，在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
镇清溪村，农民查看辣椒幼苗长势。

新华社发（严钦龙 摄）

下图：重庆市南川区石溪镇南茶村村民在给秧田浇水。
新华社发（瞿明斌 摄）

谷雨时节，大地生机盎然，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及时开展育苗、插秧等工作，宛如在田间地头“织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