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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新中富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钟树胜遗失珠桂6097船捕捞证：

（粤）港澳船捕（2021）HY-080217
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创领软件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庭记餐厅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83031
001019，及公章和财务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设享共合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W
HGX6N；公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21
620002，编号：5810-07326266，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绘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400345548020L；
公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誉诚箱包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400MA515GNB47；遗失公
章、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黄泽芸遗失广东省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证书，证书编号2009030020
467，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凤凰公馆交楼通知
尊敬的凤凰公馆业主：

我司开发的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碧泉街101号凤凰公馆住宅现已符合约定
的交付条件，于2022年6月30日起可以交付使用。

凤凰公馆业主应上述开始交楼时间之日起30日内办理住宅交付手续。为
使尊贵的业主获得更好的服务，请您按《凤凰公馆入伙通知书》携带相关资料，
安排时间如期亲临办理收楼手续。以上事项如有疑问，请您致电：0756-
3999718，我们将为您解答。

特此通知！顺致如意！
珠海市海声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华夏聚焦聚焦

更融合 更智能
——教育部推出31个本科新专业折射复合型人才培养导向

新专业“新”在哪？

记者梳理发现，31个新专业中，8
个名称包含“智慧”“智能”元素。例
如，河海大学新增智慧水利专业，山
东大学新增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专
业。

南京林业大学智慧林业专业计划
招收30名新生。在该校林学院测树
学实验室，副院长姜姜向记者展示了
一幅由树木“圆盘”组成的“壁画”。

“这是林学前辈1956年在皖南地
区采集的杉木树干解析标本。”姜姜告
诉记者，“学院有120年办学历史，我
们也在思考未来发展方向。以森林资
源调查为例，以前要拿着尺子一棵棵
测量树木的生长数据，费时费力还不
一定测得准。近年来，我们尝试运用
无人机、激光雷达等装备，得到了更精
准、全面的数据。”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在本科专
业设置调整工作中，教育部支持高校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和
产业发展需要，引导高校用好学科交
叉融合的“催化剂”，推进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增设文理、理
工、医工等交叉融合的新专业。

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环境中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培育复合型人才
的有效途径。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副
部长石礼伟认为，新增的31个专业体
现了“高精尖缺”四个字，并且突出专
业交叉融合。

重庆大学等4所高校今年首次招
收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重庆大学资
源与安全学院副院长陈结说：“这个专
业的培养方案融合多学科的核心知
识。学生除了要学习流体力学、热工
学、碳储地质学等基础课，还将学习碳
捕集、碳转化、碳金融等专业课。”

国际经济发展合作专业，从属于
经济学门类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今
年，全国仅有两所高校开设，山东财经
大学是其中之一。校长赵忠秀说：“新
专业的培养方案涵盖了经济学、管理
学、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

“推陈出新”为哪般？

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2021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新增1961个专业点、撤销804个

专业点，共涉及2765个专业布点，占
目前本科专业布点总数的4.6%。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
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经统计，2012年以来，教育
部聚焦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
心点，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
化，支持全国高校增设1.7万个本科
专业点，占专业布点总数的28%，撤
销和停招了近1万个专业点。

“近年来，高等院校本科专业不断
推陈出新，折射国家、社会对关键产业
与高层次人才的新需求和新期待。”山
东大学本科招办副主任徐延宝介绍，
2018年以来，该校新增了十余个专
业，基本实现优势专业、特色专业、新
兴专业并行的本科专业布局。

据中国矿业大学介绍，该校建立
专业动态优化调整机制，5年来新增
17个专业，并对个别专业暂停招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突出就业导向，申报增设
专业过程中明确要求高校充分调研社
会需求，以扎实的人才需求调研数据
作为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此次撤销804个专业布点，主要
是一些不能适应社会变化需求和就业
率过低的专业。”这位负责人说。

考生和家长应如何选择？

招生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对传

统专业与新兴专业应保持理性，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分析判断。同时，越来
越多的高校采用“大类招生”，学生进
校后还有“二次选择”的机会。

传统专业并不等同于“夕阳专
业”。徐延宝认为，传统专业经过时
间的沉淀和检验，在人才培养方案、
师资力量和实验室条件等方面具有
优势，社会认可度也较高，并不是“冷
门”。

新兴专业学科跨度大，对学生素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赵忠秀认为，一
些新专业呈现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
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综合素养，入学
后需要广泛涉猎各方面理论知识，更
要掌握实践技能。

重庆大学今年开设的碳储科学
与工程专业将安排在“工程与能源”
大类进行招生，学生进入“工程与能
源”大类学习一年后，再分流到10多
个专业，给学生“二次选择”的机会。

“未来我们还计划设置相关专业的
硕、博学位点，为学生深造提供更多
机会。”重庆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李正
良说。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吴红
建议，考生和家长在考虑专业方向
时，不宜跟风、盲从，更多从国家需要
和个人兴趣出发，“热门、冷门也好，
新兴、传统也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好的。”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
和家长进入志愿填报时刻。今
年，31个本科新专业首次正式招
生。新专业“新”在哪？“推陈出
新”有哪些考虑？考生和家长如
何选择？听听招生专家怎么说。

新西兰近日频繁发生民众吸毒过
量的案例，所涉毒品为麻醉性镇痛药芬
太尼，而这种阿片类药物此前极少在新
西兰黑市出现。

警方担忧，芬太尼早就在美国泛滥
成灾，如今开始流入新西兰，恐怕带来
灾难性后果。

英国《卫报》27日援引新西兰警方
资料报道，新西兰怀拉拉帕地区上周末
共有12人因滥用芬太尼而接受医疗急
救，其中至少6人在急救人员抵达时已
经处于昏迷状态或性命垂危。据了解，
这些人先前从毒贩手中购得“可卡因”，
但实际上买到的是芬太尼。

芬太尼是一种强效镇痛药，效力是
吗啡的80至100倍，过量皮肤接触、吸
入可致命。据美国媒体报道，芬太尼近
年来在美国泛滥成灾，许多人把这种药
物混入其他毒品或者伪造成其他药片

吸食，而涉及芬太尼的跨境毒品走私活
动也越来越猖獗。

警方担心，芬太尼此前几乎从未在
新西兰黑市出现，警方不但缺乏应对经
验，而且连抢救吸毒过量者所需的纳洛
酮也储备不足。如果滥用芬太尼的涉
毒案件增加，第一时间抢救昏迷人员的
难度非常大。纳洛酮为吗啡受体拮抗
剂，注射给药起效很快，主要用于阿片
类药物过量中毒的诊断和治疗。

一名专家谈及上周末12人吸毒过
量时说：“这些人被抢救回来，可谓奇
迹。当时我们手头居然有纳洛酮，能够
第一时间给他们用上。”

新西兰缉毒部门负责人麦克唐纳
说，警方已着手调查这批芬太尼的来源，
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种药物在新西兰的
泛滥程度。“我们对此事非常关注，”麦克
唐纳说，“（芬太尼）是一种危险药物，正
是它在美国杀死了成千上万人……我
们说的是，哪怕几粒盐那样的微量，也可
能造成吸毒过量。” （新华社专特稿）

新西兰频现吸毒过量案例
警方担忧芬太尼泛滥成灾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27日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近日发布《北京市稳就业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推出30条综合举措稳
就业保民生。包括促进劳动力就近就
业、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免收创业担
保贷款担保费、把直播电商列入人力
资源开发目录、实施劳动关系能力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等。

据悉，方案聚焦重点行业企业用
工服务、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主要包
括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提升就业服务质量、推动创
业带动就业、强化技能培训、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等方面。

北京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
京将进一步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促进劳
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落实岗位补贴、社
会保险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创业
担保贷款及贴息、一次性创业补贴、一
次性扩岗补助、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等系列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开发
疫情防控相关就业岗位，用好社区服务
性岗位，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突出高校
毕业生就业政策引领，对招用毕业年
度本市高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给予
每人1500元的一次性扩岗补助，给
予不超过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持
续做好乡村振兴协理员招聘，开发基
层岗位，扩大就业见习留用比例。支
持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中关村自主
创新示范区将优先承接高校毕业生
创业项目等。

北京集中发布
30条举措稳就业

5月以来，工业经济运行出现
企稳回升态势，但平稳运行面临的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企业
生产经营依旧面临不少困难。连日
来，工信部多次召开相关会议，部署
提振工业系列举措，明确要以产业
链供应链作为关键着力点。当前，
工业运行状况如何？下一步，提振
工业经济还有哪些措施？

测试仪器生产商福禄克芜湖世
福工厂运营经理王铭在各个生产线
之间忙碌着。跟进物资交付进度、
储备关键物料，王铭明显感受到产
业链的恢复。“6月份生产计划比往
年同期还要多一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
工业生产由降转增，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由 4 月份同比下降
2.9%，转为同比增长0.7%。

京东“618”期间，京东工业品仪
器仪表品类采购额同比增长516%，
其中，机械制造业采购额同比增长
12倍，汽车制造业采购额同比增长
8倍。来自市场端的工业采购数据，
也印证了产业链的逐步恢复。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工业
经济运行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也

要看到，当前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基
础尚不牢固，仍要持续付出努力。

他表示，巩固5月份以来工业生产
恢复势头，要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推动政策落实等方面下更大功夫。

提振工业，产业链是重中之重。
连日来，工信部多次召开相关会议，明
确将保链稳链作为重心，把帮扶中小
企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
抓好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辛国斌表示，要及时总结经验，健
全重大突发事件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的工作机制，指导企业完善应对风险
挑战的各类预案。

提振工业，需要市场端和生产端更
好联动。一方面，关注市场订单变化、大
宗商品价格、关键零部件供给等形势，提
升风险感知能力；另一方面，以需求为牵
引，提升供给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以轻工业为例，工信部不久前联
合相关部门发布《关于推动轻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
积极运用新技术，建立品牌与消费者
间的深层次连接。工信部也将推出举
措，推动传统制造模式向需求驱动、供
应链协同的新模式转型。

零售额环比增长40.7%，凭借对

消费者健康饮水趋势的洞察，方太净
水设备实现明显增长。方太集团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升级的需求出发，
方太同步对供应链进行提升，使用“能
耗地图”，为工厂内每台设备设定标
准、智能检测，不断提高工艺自主优化
能力。

提振工业经济，要把帮扶中小企
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工信部明确，加快落实落细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着力
开展好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携手行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行动等，提振中小企业发展信心、稳
定发展预期。

四川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
重点产业组建10个稳链工作小组；在
湖南，10条人才政策支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各地努力推出举措助企纾
困解难。

抖音电商启动“产业成长计划”，
专项扶持产业集群和中小商家；国网
衢州供电公司将电网公司的应付账款
转换为数字凭证，帮助中小企业解决
融资问题……大型企业加大对生态
链、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健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机制、加强供需对接……

这些举措进一步提振工业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人社
部、教育部、民政部27日联合发布《关
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城乡基层就业岗位
发布工作的通知》，部署推动各地聚合
资源、深挖潜力、协同推进，多渠道、多
形式、多领域归集发布一批适合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基层岗位。

通知明确了四项重点任务：一是

广开基层就业门路，结合乡村振兴、基
层治理、产业发展，用好各类资金、政
策渠道，积极开发各类基层就业岗
位。及时归集并动态发布本地基层机
关事业单位、企业等用工主体岗位空
缺情况。实施好基层服务项目，规范
公益性岗位开发。

二是规范岗位招聘流程，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序组织
开展招聘工作，合理安排招录时间。
招聘岗位向社会公开发布，重点面向
2022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毕业生
进行招聘。

三是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对到基
层就业、企业吸纳就业、自主创业和灵
活就业、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按规定

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充分释放激励引
导效力。

四是强化跟踪服务保障，对到城
乡基层就业创业的毕业生，做好档案
转递、社保缴纳、劳动权益维护等服务
保障，畅通后续成长发展渠道。对未
就业毕业生落实就业指导、岗位推荐、
创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三部门部署归集发布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岗位

近年来，已有长安、吉利、福特等一批车企在重庆布局
新能源汽车产业，长安阿维塔、金康赛力斯、福特野马等新能
源汽车品牌也陆续落户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提
速。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

长2.7倍。4月份以来，重庆政企联动保供稳链。连日来，
重庆各大新能源车企连续奋战抢抓生产，全力满足市场
需求。

上图：6月27日，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两江智慧工厂
工作人员在生产车间内作业。 新华社发

保供稳链 抢抓生产
——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速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为回应
社会关切，进一步遏制“网络水军”及
相关黑灰产业的滋生蔓延趋势，切实
维护网络生态、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即日起，公安部网
安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6个月的
依法打击整治“网络水军”专项工作。

公安网安部门将按照“以打开路、
以打促治”的思路，在依法打击相关违
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主动对接有关主
管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压实网
络平台主体责任，携手加强网络生态
综合治理。

同时，公安网安部门也欢迎广大
网民向公安部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
如实提供“网络水军”违法犯罪线索，
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

公安部网安局：

启动打击整治“网
络水军”专项工作

丹麦王储夫妇26日宣布，他们的
长子克里斯蒂安将从一所知名寄宿学
校退学，因为这所学校卷入了霸凌丑
闻，他们的女儿伊莎贝拉也不会按原计
划入读这所学校。

据丹麦广播公司报道，涉事学校为
赫卢夫斯霍尔姆学校，拥有逾450年历
史，自身定位为“精英学校”。在丹麦电
视2台5月播出的纪录片《赫卢夫斯霍
尔姆的秘密》中，曾就读该校的多人讲
述学校发生过霸凌事件，包括高年级生
夜间欺凌低年级生等行为。

王储弗雷德里克夫妇发表声明说，
他们对赫卢夫斯霍尔姆学校曝光的情

况感到“震惊”，鉴于自身“特殊地位”，
做出上述决定。他们希望学校做出必
要改变，营造让每名学生都可以健康成
长和感到安全的校园文化。

克里斯蒂安王子现年16岁，是丹
麦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自2021年夏
季以来就读于赫卢夫斯霍尔姆学校。
伊莎贝拉公主现年15岁，本来打算今
年暑假后进入该校学习。王储夫妇说，
稍后会和两个孩子商量去哪所学校求
学。

纪录片播出后，丹麦教育部门尖锐
批评这所学校。学校董事会本月25日
集体辞职。 （新华社微特稿）

“精英学校”卷入霸凌丑闻
丹麦王储长子退学

哥伦比亚中部托利马省埃斯皮纳
尔市一处斗牛场的看台26日在斗牛表
演期间坍塌，已经确认至少4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斗牛场由
木板搭建的三层简易看台围绕，其中一
段看台突然坍塌，观众跌落或被埋，现
场传出尖叫声。市长胡安·卡洛斯·塔
马约说，坍塌的看台上当时有大约800
名观众。

托利马省省长何塞·里卡多·奥罗
斯科告诉当地媒体，“截至目前，4人死
亡，为两名女子、一名男子和一名未成
年人”，另有大约30人伤势严重。托利
马省已启动省内医疗网络救治伤者。

托利马省卫生官员玛尔塔·帕拉西
奥斯说，事故发生后，这一地区的医院

报告322人接受治疗，其中4人在重症
监护室。

埃斯皮纳尔市人口大约7.8万，25
日曾发生多起斗牛表演引发的人员受
伤事件。奥罗斯科说，他26日一早已
要求托利马省暂停斗牛表演，但埃斯皮
纳尔的斗牛表演仍然举行。

据路透社报道，托利马省民防部门
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多·贝莱斯说，先
前被报失踪的人员已找到，现场不再有
人员受困。周边的伊瓦格市和梅尔加
市已调派救护车协助治疗伤者。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在社交媒体发
文，宣布将展开调查。（新华社专特稿）

上图：6月26日在哥伦比亚中部城
市埃斯皮纳尔拍摄的斗牛场看台坍塌
现场（航拍照片）。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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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