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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长春市二道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长春

市二道区妇幼保健院）申请，我局按照相关法定程序，拟对
该单位建设的长春市二道区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地下建
筑）进行建设工程规划方案许可前公示。现场公告牌位于
该地块西侧，网上公示地址：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
（http://gzj.changchun.gov.cn/）,项目周边利害相关人如有
意见、建议，请按现场公告牌或网上公示提供的方式向长
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道分局反馈。

反馈意见电话：80767068。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道分局

2022年5月16日

遗失声明
● 冷 昀 诺 将 证 号 为

220105198301051261的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 王 祥 将 证 号 为
220102196202170013的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平头哥机械
安装有限公司将规格型号：

QTZ40塔吊备案证遗失，
设 备 编 号 为 201540047、
201540048、201540049，声
明作废。
扫码办理《长春日报》广告业务
电 话：
17386867666
0431-85649912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14 日致电阿联酋新任总统穆罕默德，
祝贺他就任阿联酋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阿建交以来，两国关系
全面深入发展，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各领域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取得显著成效，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加深。我
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穆罕默德总统

一道努力，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阿联酋新任总统穆罕默德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4日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哈利法
因病逝世向阿联酋新任总统穆罕默德致唁
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

人的名义，对哈利法总统逝世表示深切的哀
悼，向哈利法总统亲属及阿联酋人民表示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哈利法总统致力于维护阿

联酋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深受阿
联酋人民尊敬爱戴。哈利法总统生前致力于
中阿友好，为促进中阿关系发展作出积极努
力。他的不幸逝世是阿联酋人民的巨大损

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阿友谊。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
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习近平就阿联酋总统哈利法逝世
向阿联酋新任总统穆罕默德致唁电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28日在辽宁考
察时，来到抚顺市东华园社区，实地了解当地
采煤沉陷区避险搬迁安置情况，并来到居民陈
玉芳家。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陈玉芳。

【情景回放】
当天临近中午，总书记乘车来到东华园

社区。在陈玉芳家，习近平同居民们围坐在一
起唠家常。总书记关切询问住房改善情况如
何、退休金和社保能不能按时领取、看病方便
不方便。

大家对总书记说，自从搬进新社区，环境
卫生明显改善，水电气供应有了保障，公共服
务进了社区，生活质量提高了一大截。习近平
听了十分高兴。

离开社区时，居民们围拢过来，纷纷向总

书记问好，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深情地对
大家说，我一直牵挂着资源枯竭型城市，惦记
着这些城市经济怎样、人民生活怎样，我这次
就是专程来看看。党中央投入大量资金解决
棚户区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问题，很有必
要，也很值得。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发展中
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保障好困难群众生
活。

【陈玉芳心声】
那天，总书记一进屋就亲切地跟我打招

呼，之后，就在我家，和我们坐在一起唠家常。
“搬迁花了多少钱？”“退休金和社保能不能按
时领取？”“看病方便不方便？”“社区服务好不
好？”总书记问得特别细，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早些年，抚顺开采的煤多。后来，留下了

成片的采煤沉陷区，我家的老房子就在沉陷
区上。墙皮开裂、楼体变形，我和老伴整日提
心吊胆，就盼着“搬出去”。

2017 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
们补了4万多元，就从原来60多平方米的危
房，搬到了现在这个90多平方米的新房。

那天，总书记还嘱咐地方干部，在资源枯
竭型城市发展转型过程中，首先要把民生保
障好，把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好，让老百姓的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现在，我和老伴都70多岁了，我们老两
口在这敞敞亮亮的房子里，住得稳稳当当，活
得有滋有味。

还不止这些，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避险搬
迁的小区又有了大变化。公交线路多了，社区
里建起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小区周围，幼儿
园学校一应俱全。

我和老伴儿听到总书记在新年贺词里讲
到“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激动得眼泪直
在眼圈里打转。总书记没忘了我们，他是我们
的贴心人。 （新华社沈阳5月15日电）

“他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
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强调，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老干部工作在我们
党的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共
产党党的建设一个特色。加强新时代离退休
干部党的建设工作，对于贯彻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好地把广大离退休干
部团结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
意义。

《意见》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组织
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创
新理论，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离退休干部党
员继续听党话、跟党走。要强化组织功能，
扩大组织覆盖，严格组织生活，以“组织设
置好、班子建设好、党员队伍好、学习活动
好、作用发挥好、制度坚持好”为标准，开
展创建示范党支部活动，进一步把离退休干
部党员组织凝聚起来。要强化管理监督，加
强日常管理，要求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
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严守有关纪律规
矩，进一步增强离退休干部党员的党性观念
和党纪意识。要强化激励关怀，加强宣传表
彰，做好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党
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围绕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讲
好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故
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基层治理、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
工作等方面，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为党
和国家事业作出新贡献。

《意见》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落实
工作责任，建强工作队伍，完善基础保障，
积极开拓创新，为扎实做好离退休干部党的
建设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强调各级党委（党
组）要切实履行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主体责
任，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健全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有效运行机
制、经费保障机制，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推
进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信息化、精准化、规
范化，不断增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时代
性、针对性、实效性，以党建引领推动新时
代离退休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办印发《意见》

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美国纽约州布法
罗市一家超市14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至少10人死亡、3人受伤。

警方说，枪手是一名 18 岁男性，已
被逮捕。

据美联社报道，枪手为白人，身穿迷
彩服和防弹衣，戴头盔。借助固定在头盔
上的摄像头，枪手经由游戏直播平台直播
枪击过程至少两分钟，随后平台中断直播。

布法罗市警察局局长约瑟夫·格拉马
利亚在 14 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枪手下车后，先在“托普斯友好超
市”外停车场朝4人开枪，致使其中3人
丧命。他随后进入超市，一名曾任警察的
保安朝他开了多枪，但子弹击中他的防弹
衣，没有对他造成太大伤害。那名枪手随
后打死保安，继续向店内其他人开枪。

警察赶到现场与枪手对峙时，枪手把
枪口对准自己颈部，经警察劝说后投降。

格拉马利亚说，受害者中，11 人为
黑人，2人为白人。

事发超市位于布法罗市中心以北3公
里处，所在社区以非洲裔居民为主。

法庭文件显示，枪手名为佩顿·金德
伦。枪手作案动机尚不清楚，警方认为金
德伦系单独作案。布法罗地区联邦调查局
特别探员斯蒂芬·贝朗吉亚说，依据联邦
法律，调查将围绕仇恨犯罪和种族主义引
发的极端暴力犯罪展开。

美国纽约发生枪击案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我国创造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新华社拉萨5月15日电 5月15日凌
晨1时许，“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从海拔
4270米的中科院珠峰站附近发放场地升
空。4时40分，浮空艇升空高度达到4762
米，创造了海拔9032米的大气科学观测世
界纪录。

据介绍，执行此次观测任务所使用的
浮空艇，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系留浮空器，长
55米、高19米，体积达9060立方米，利用浮
升气体的浮力升空，通过地面锚泊设备系
缆控制升空和驻空。

“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浮空艇综合科考

团队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科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64名科考队员组成，他们将
搭载科学观测仪器的“极目一号”Ⅲ型浮空
艇发放升空，开展高空大气环境综合观测。

“浮空艇搭载的科学仪器以三维视角，
对西风携带的水汽含量和海拔9000米高
空以上的大气组分垂直变化和传输过程进
行观测。”“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浮空艇综合
科考队队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
员高晶说。

科考队员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昼夜连

续观测，当浮空艇升空高度超过海拔9000
米时，科考队员们高呼：“我们成功了！”此
时，高原还沉浸在黎明前的寂静中。

浮空艇在高空采集的科学数据，将用
于研究、追踪区域水循环，监测地面和空中
大气水汽和组分的变化。中科院院士、第二
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檀
栋向记者介绍，浮空艇观测将为揭示“亚洲
水塔”水的来源，提供关键科学数据，也为
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水—生态—人类
活动链式变化应对策略的提出，提供重要
科学依据。

9032米

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4日宣布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 （SDR） 货
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调整后，
人民币权重仍处在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位。

IMF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IMF执行董事会于5
月11日完成对于构成SDR的一篮子货币进行的五年
一次定值审查，审议内容包括货币篮子的组成和权
重，以及用于确定SDR利率的相应利率工具。

这是自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
款权货币篮子之后完成的首次审查，此次审查因IMF
应对新冠疫情而推迟一年。声明称，执董们普遍认可
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取得的进展。

根据最新完成的审查，执董会决定维持现有
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即仍由美元、欧元、人民
币、日元和英镑构成。美元的权重由41.73％上升到
43.38％，欧元、日元、英镑的权重下降，欧元由
30.93％ 下 降 至 29.31％ ， 日 元 由 8.33％ 下 降 至
7.59％，英镑由8.09％下降至7.44％。

IMF表示，执董会根据2017年至2021年的贸易
和金融市场发展确定了最新权重，并指出，到目前为
止，新冠疫情和金融科技的发展没有对货币在SDR
中的权重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特别提款权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国际储
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官方储备不足。上一次SDR
审查于2015年完成。新的SDR货币篮子权重在今年
8月1日正式生效。下一次审查将在2027年。

IMF上调人民币
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

据新华社天津5月15日电 5 月 16 日，今年首
场月全食将在天宇上演，但遗憾的是，本次月全食发
生时我国正值白天，公众不能一睹“红月亮”的风
采。天文科普专家表示，11月8日，本年度的第二次
月全食对于我国公众来说将更具观测价值。

“相较于半影月食和月偏食，月全食最为好看。
此时，从地球上看去，圆圆的月亮呈现古铜色，别有
一番景致，民间称其为‘红月亮’。”中国天文学会会
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修立鹏说。

2022 年，全球一共发生两次月食，都是月全
食，一次是5月16日，一次是11月8日。5月16日这
次，在太平洋（除西北部）、大洋洲东部、北美洲南
部、南美洲、大西洋、欧洲西南部、非洲、亚洲极西
南部、印度洋西南部、南极洲可以看到。全部过程历
经5小时又21分钟，全食阶段（从食既到生光）持续
1小时26分。

“这场月食是地球对面的‘专供’，我国刚好白
天，无缘得见。”修立鹏说。

错过本次月全食，我国公众不用感到遗憾，因为
11月8日的那次更具观测价值。届时，我国东北地区
可见月食全过程，其他地区可见“带食月出”。

“值得一提的是，11月8日的这次月全食，食甚
时还将同时上演月球掩食天王星的现象，极为罕见。
幸运的是，月掩天王星的掩食带也覆盖了我国绝大部
分地区。”修立鹏说。

今年首场月全食今上演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由于近期能源价
格飙升，德国多地承受不起高昂电费，考
虑缩短路灯照明时间。

德国城镇和行政分区协会工作人员亚
历山大·汉德舒告诉德新社记者，许多城
镇正在研讨节能省钱的可行方案，而缩短
路灯照明时间只是潜在措施之一。

据黑森州经济部门估算，路灯耗电量
不可小觑，在城市财政支出电费中所占的
比例可高达50％。

东部城市魏玛宣布，从 6 月 1 日起，
路灯将比原先晚半小时开启、早半小时熄
灭；考虑到冬季日照时间短，该季节路灯
照明时间只会比原先缩短10分钟。据市
政当局估算，新措施有望每年节电10万
千瓦时。

西部城市美因茨先前宣布部分区域路
灯照明时间缩短 50％，如今正考虑是否
进一步缩短照明时间。该市还计划利用传
感技术，让路灯只在有行人或自行车通过
时亮起，无人时自动熄灭。

西部城市达姆施塔特借助传感技术，
已经实现路灯“人来即亮、人走则熄”。

不过，东部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对
缩短路灯照明时间的做法仍有疑虑，担心
危及交通安全。

能源价格飙升

德国多地考虑
缩短路灯照明时间

““极目一号极目一号””ⅢⅢ型浮型浮
空艇空艇（（55月月1212日摄日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5日，小朋友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一处“口
袋公园”玩耍。为满足群众对休闲健身场所的需求，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因地制宜，将城市中的
一些闲置空间打造成为功能多样化的“口袋公园”，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据了解，目前即墨区已建成“口
袋公园”40余处。 （新华社发）

14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一
名参赛的中学生现场调试穿越无人机。全
俄机器人赛远东赛区决赛当日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远东联邦大学举行，来自远东11
座城市的91支学生队伍参赛。（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