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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市捷达运输有限公司拟注销以下车牌号：
贵 JA4899、贵 J0626 挂 、贵 JA9528、贵 J0625 挂 、贵

J59131、贵 J29229、贵 J29295、贵 J0197 挂 、贵 JA9985、贵
J02817、贵 JA871。特此公告!

都匀市捷达运输有限公司
2022年6月6日

注销公告

广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2021年度市

场主体年报工作已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为高质量做好
2021年市场主体年报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告如下：

一、报送主体
凡 2021年 12月 31日前在我州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注册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均需报送
并公示 2021年度年度报告(已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除
外)。

二、报送时间
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
三、报送渠道
1、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http://gz.

gsxt.gov.cn/)；
2、登录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scjgj.qian⁃

nan.gov.cn/），点击“黔南州市场主体 2021年度年报入口”进
行填报；

3、个体工商户可通过手机关注“贵州省市场监管”微信
公众号，在便民功能版块选择“年报－个体工商户”进行年
报。

四、法律后果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如实填报年度
报告，并对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不按规定期限
报送 2021年度报告或公示信息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
假的市场主体，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标注为
经营异常状态);连续 3年未按时年报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政府部门将对失信企业实施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同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七十条规定，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
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
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注意事项
1、市场监管与人社、统计、海关、商务、外汇部门相关事

项实行“多报合一”，企业只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贵州)即可完成多部门事项的统一报送公示。企业填报

中遇到问题可对口咨询相关部门。
2、特种设备生产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

风险行业领域企业，须全部依法履行年报责任，100%报送公
示。

3、大型企业要按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
在年度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
金额等信息。

４、年报系统将于 6月 30日 24时关闭，后期“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因访问量大导致填报不畅，请企
业尽早年报，以免网络拥堵延误年报。

5、根据《企业信息暂行条例》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届满 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凡 2019年被列入异常名录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请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并到当
地所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6、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不会用短信链接方式要求企业进
行登录认证，如收到带有网页链接的相关短信，可致电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核实，切勿盲目点击链接进行操作，谨防上当
受骗。

咨询电话：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8235420）；
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8222101）；
贵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5226081）；
瓮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2789683）；
龙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5664486）；
福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2215761）；
惠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6227616）；
独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3238291）；
荔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3612212）；
三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4810766）；
平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7224170）；
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6826488）；
罗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7617965）。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6月6日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工作的通告

夏风微拂，为神舟飞船送行。浩瀚苍穹，盼飞天英雄到
来。

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长征二
号F运载火箭托举着载有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四号飞船，从大
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飞赴苍穹。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也是中国人
的第9次太空远征。

火箭腾空而起的时刻，天和核心舱和天舟货运飞船组成
的中国空间站正飞临上空，等待着新家人的到来。

乘舟巡宇，再探天河。全部由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组成的
飞行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 6个月，主要任务是配合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与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和转位，完成中国空间站
在轨组装建造等。

建造属于自己的“太空家园”，中国航天人接力奋战了 30
年，中华民族也期盼了千百年。

东风劲吹易扬帆
6月5日清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欢送的人群和媒体记者，已经在这里翘首以待，盼望着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的出现。
7时 50分许，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和现场人群的欢呼声

中，身着航天服的陈冬、刘洋、蔡旭哲迈着稳健的步伐出现在
人们面前。

自2003年起，中国航天员的每一次太空之旅，都是从这里
出发的。

阳光，柔和地洒在他们的身上，也洒在他们身后的墙上。
墙上，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的照片依次排开，其中就
有陈冬和刘洋。

2016年金秋，属马的陈冬首次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想。6
年来，他对那片星空念念不忘，“原来是想上太空，现在是更想
上太空”。

首次以指令长身份重返太空，陈冬更加从容和自信：“我
们乘组一定会以满格的信心、满血的状态、满分的表现，坚决
完成任务。”

2012年6月，属马的刘洋代表中国女性驰骋苍穹、高飞九
天，成为我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她出征时的靓丽身影、遨
游太空的潇洒身姿至今令人难忘。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节，刘洋迎来二度飞天的机会。她
说，10年来，她静心学习训练，一直为飞行任务做着充分的准
备，为的就是“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

2010 年 5 月，属龙的蔡旭哲正式成为航天员大队的一
员。12年来，他始终苦练不辍，时刻为执行飞天任务准备着。
首次出征太空，这位“航天员新手”期待体验太空失重的感觉，
更期待着看到“太空家园建成的那一刻”。

突然间，现场一片安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迎面
肃立，3名航天员一字排开，立正，敬礼！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
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
陈冬！”“航天员刘洋！”“航天员蔡旭哲！”

“出发！”
“是！”3名航天员齐声响亮回答，共同抬臂敬礼。随后，他

们向送行人群微笑着挥手致意，登上车辆前往发射场。
大漠见证，中华民族朝向寥廓太空的又一次远征开始了。

合力铺就飞天路
问天阁 5公里之外，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

场，105米高的发射塔架在蓝天下伫立。
“各号注意，30分钟准备！”零号指挥员邓小军的口令清晰

坚定。
发射塔架缓缓打开，乳白的船箭组合体巍峨耸立，静待腾

空而起的时刻。
用于发射的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型

载人运载火箭，自 1999年首飞至今，已成功发射 13艘神舟飞
船和 2 个空间实验室，其中包括 8 次载人发射任务，成功率

100%。
“目前，长二F火箭的可靠性评估值达到0.9894，安全性评

估值达到 0.99996这一国际先进水平。”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介绍。

空间站任务中，航天员在轨飞行时间长。为应对可能出
现的突发状况，从长征二号 F遥十二运载火箭开始，采取“发
射一发、备份一发”及“滚动备份”的新发射模式，给航天员生
命安全加上了“双保险”。

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就是神舟十三号任务的应急
救援火箭，也是第二枚执行应急值班“站岗”任务的运载火箭。

“4月 16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成功返回，遥十四火箭由
应急状态转入正常任务状态，再加上发射准备时间，站立时长
近10个月，这也刷新了此前遥十三火箭创下的站立纪录。”常

武权说。
此时，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显示大厅巨幅电子显示

屏幕上可以清晰看到，3名航天员正在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里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检查。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应急救援
飞船。

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展开与航天员
绝对安全，神舟飞船要具备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
力。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研制人员采用“滚动待命”策
略，即“一船发射、一船待命”，并使飞船具备8.5天应急发射能
力。

目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已在发射场待命达7个月。
“各号注意，15分钟准备！”倒计时的口令声又一次响起。

发射场系统责任总师王作兵再次确定一切设施设备正常
后，把平台防护罩扣好，和同事们撤离到安全区。他们是火箭
点火前最后撤离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口令声中，扶持火箭的摆杆打
开，发射塔架上与火箭相连的各系统设备自动脱落。

此刻，发射场安静了下来，现场所有人屏住了呼吸，只有
倒计时的口令声在天地间回荡——

“5、4、3、2、1，点火！”
橘红色的火龙从火箭底部猛地喷射出来，火箭拔地而起，

直冲云霄，在蓝色天际划出一道壮美的弧线，朝向刚刚飞临发
射场上空的空间站组合体飞去。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3次飞行任
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

相约“天宫”新征程
火箭点火约 577秒后，神舟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

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同时也意味
着，长征二号 F遥十五火箭正式“接棒”成为应急救援值班火
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也作为神舟十四号的应急救援飞船
开始待命。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将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
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造，建成
国家太空实验室。“任务一项接着一项，都非常复杂非常重
要。”陈冬说，“面对这么庞大的系统、繁重的任务，我们完成任
务的标准没有变，就是要拼。”

对他们来说，这将是极具风险和挑战的半年——
其间，他们将和地面配合完成空间站组装建设工作，从单

舱组合体飞行逐步建成三舱组合体飞行状态，经历9种组合体
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和 2次转位任务；将首次进
驻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来完成载人环境的建立；配合地
面开展两舱组合体、三舱组合体、大小机械臂测试、气闸舱出
舱相关功能测试等工作；首次利用气闸舱实施出舱活动；完成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十余个机柜解锁、安装等工作。

其间，他们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及其他公益活
动，开展在轨健康监测与检查、防护锻炼、在轨训练与演练，以
及大量空间站平台巡检测试、设备维护、维修验证、物资管理
和站务管理等工作。

对他们来说，这也将是充满惊喜和浪漫的半年——
其间，他们将在太空上为祖国庆祝生日，也将在空间站里

共度浪漫的中秋节。他们还将在任务末期迎来亲爱的战友
——神舟十五号乘组入驻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
天员在轨轮换，到时候会有6名中国人同时在太空工作生活。

其间，他们要继续开展相关实验工作，利用更好的平台做
科技水平更高、更复杂的科学实验，让空间站不仅是中国人的
太空家园，更成为科技成果的孵化器，服务全世界，造福全人
类。

1992年 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三
步走”发展战略。

从无人到有人、从一人到多人、从短期停留到中长期驻
留、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30年来，中国航天人始终不懈
努力、奋力拼搏，“三步走”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不断刷新着中
国高度、创造着中国奇迹。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今年底完成空间站建造。而建造中
国空间站既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
标，也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更是千
千万万中国人的航天梦。

“中国太空家园将在我们手里竣工，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多么的幸福，我们更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时代
感到自豪。”陈冬说。

目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正在开展一系列技术攻关，研
制中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将会更舒适更智能，百吨级重型火箭
越来越近……空间站建成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面向的就是更
广阔的星辰大海。（参与采写：张瑞杰、宋晨）（新华社酒泉6月
5日电）

乘舟巡宇探天河
——神舟十四号飞天纪实

新华社记者 李砺寒 李国利 米思源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7秒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 侯雪静） 国家乡村振兴
局局长刘焕鑫表示，要多措并举拓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渠
道，确保完成今年全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这是最基本要求，也是必须守住的

“底线”，坚决防止因就业不稳出现规模性返贫。
这是刘焕鑫在日前举行的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

推进会议上作出的表述。
刘焕鑫指出，有岗位才能有就业。既要稳住现有岗位，

又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在“稳、转、拓”上下力气。“稳”，就是

稳住现有岗位。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
稳定岗位供给，提升吸纳能力。“转”，就是做好转岗服务。对
因疫停工、滞留和暂时失业人员，要及时安置。“拓”，就是拓
展岗位供给。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沟通，高质量、
多频次推介岗位需求清单，深化劳务对接合作。

稳市场主体是稳就业的关键。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留
抵退税、降低涉企收费、金融支持等普惠性政策。国家乡村
振兴局近期出台的若干措施也重点支持企业稳岗。“从目前

情况看，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政策能不能落
实到位。”刘焕鑫表示，必须把支持企业纾困解难作为当前一
项紧迫任务。要落实好帮扶政策。各地要按照“用足用活用
好、落实落地落细”的原则，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政策，发挥
好各项帮扶政策的放大效应，做到政策能享尽享、应享尽享。

会议强调，要抓紧解决稳岗就业中存在的问题，聚焦重
点地区和群体。要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人
口和脱贫家庭大学毕业生、“雨露计划”毕业生及返乡回流人
员等群体作为重点，建立返乡回流脱贫劳动力跟踪服务机
制，落实帮扶责任。对有创业意愿的，按规定落实创业就业
支持政策，把他们培养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对有就业意
愿的，及时掌握务工需求，一户一策、因人制宜帮助实现再就
业。对有发展产业意愿的，落实产业帮扶政策，以产业吸纳
就业。同时，要确保公益性岗位、帮扶车间吸纳脱贫人口和
监测对象就业规模较上年只增不减。

国家乡村振兴局多举措稳就业防返贫

6月5日，在重庆市北碚区一家眼科医院，一名验光师在给
孩子们讲解眼球构造知识。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各地加强爱眼日活动宣传，普及眼
健康科学知识，增强群众爱眼护眼意识。

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新华社天津6月5日电（记者 周润健）“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北京时间6月6日零时26分将迎来芒种节气，
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每年公历6月5日
至7日之间，当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为芒种节气之始，它是

二十四节气中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第三个节气。
芒种，字面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

种”。如果说小满节气拉开了“三夏”大忙的序幕，芒种节气
则迎来“三夏”大忙的高潮。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在忙着耕
种，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黄河流域“豆不让宿，麦不

让晌”，可以说这是一年中农人们最忙的时节，四野一派“家
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的景象。

辛苦劳作之余，智慧的古人也应时应景地形成煮梅、送
花神等习俗，来抚慰夏日劳作疲惫的身心。

芒种期间，天气日渐炎热，大众该如何养生保健？由国
庆结合养生保健专家建议提醒，起居方面，宜顺应夜短昼长
的季节特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中午最好适当小憩，有
助消除疲劳，有益健康。饮食上，应注意清淡，可多吃一些祛
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此时节也是皮肤病的高发时期，
衣物要勤换，保持洁净干燥。

6日零时26分芒种：仲夏至此始 处处菱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