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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赵文华不慎将河南医学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西医士专业毕业证丢失，编
号：豫教职中专毕字（96）180534，声明作
废。

2020年 9月 29日
●李亚男不慎将河南建业森林半

岛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80号楼 1703 室
购房收据丢失，票据号：1322636，金额：
688706元，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29日
●张金秀购买的周口碧桂园水蓝

湾 1期 78 号楼 1804 房的购房收据 （票
号 ：0054772，总计 ：101927 元 ）、电视初

装费和天然气初装费收据 （票据号 ：
0057077，总计 ：2840 元 ）丢失 ，开票日
期：2017 年 7 月 30日，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29日
● 本 人 王 辉 （ 身 份 证 号 ：

412723199112024616 ） 不慎将在太平洋
产险投保的车险保单正本丢失， 商业险
保单号：AZHZZ87Y1418B039576Q ，单
证流水：CFBA1811758542，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29日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管理

委员会公共事业办公室的公章（在中原
银行预留为财务章 ） 丢失 ， 编号 ：
4116050000736，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29日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
社会主义现代化。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让我们透

过这样一份亮眼成绩单， 检视全面小康的
文化成色，感受百姓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一份文化成绩单透出百姓生活新变化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建设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周玮

引领新风尚在甘肃金昌，“好婆媳、好邻里点
赞”“分餐夹”等文明实践推动完善村
规民约、倡导文明风尚；在浙江海宁
许村镇李家村，乡村土广播“李家播
报”成了村民不可错过的活动，村民
赞扬“有了播报，再也不怕错过政策
福利”……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新时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引导
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2018年 7月 6日，中央深改委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两年多来， 试点单位从 50 家扩大到
500家，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为人
们学习理论政策的学校、 丰富文化生
活的舞台、倡导移风易俗的平台。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文
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
期间取得重要进展。尤其是变政府“端

菜”为百姓“点单”，将可口可心的文化
大餐送上门，大大提升了服务效能。

5 年来，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
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
博物馆、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继续免费开放，县级文化馆、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扎实推进。 截至 2020
年 6月，共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 56万个，覆盖率超过 95%。

去冬今春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全国公共文化机构功能是一场考验。

上海图书馆推出疫情防控新动

态、免费电子书单、微讲座等系列资
源合集；国家博物馆在线营造“云看
展”“云直播”等云游览模式；成都市
文化馆利用慕课功能开展线上培

训，手机摄影、藏族舞等精品课程的
学习名额很快被一抢而空……闭馆
不闭网 、资源汇 “云端 ”，宅家 “云观
展”“云学习”成为文化生活新方式。

满足新期待2020 年中秋、 国庆假期即将到
来，文化和旅游部推出湖南常德世外
桃源怡然度假游等 300 条全国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努力挖掘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和农业资源，开发适应现代生
活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从“有没有、缺不缺”到“好不好、
精不精”， 文化和旅游供给从数量追
求转向品质提升。

2018 年 4 月 8 日，新组建的文化

和旅游部正式挂牌。 “诗和远方终于
在一起了！ ”这一改革实招戳中人们
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国内旅游
人数达 60.06 亿人次 ， 比上年增长
8.4%。我国已有 5A级旅游景区 280家、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30家、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 1000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名录 300处。 文旅融合熔铸出越

来越多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风景。
着眼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新期

待，“十三五”期间，丰富多彩的文艺
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抗击疫情等
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团创排了 4000
余部优秀现实题材作品，其中新创作

品占一半以上，弘扬主旋律，壮大正
能量。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
出 《我们的四十年》《奋斗吧 中华儿
女》等晚会，激发全国人民爱党爱国
热情、鼓舞振奋民族精神。大银幕上，
《我和我的祖国》《我不是药神》《流浪
地球》 等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佳作，
生动讲述国家的蓬勃发展、家庭的酸
甜苦辣、百姓的欢乐忧伤，可谓中国
电影呼应新时代的积极实践。

激发新活力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赏灯“上
元之夜”，再到“丹宸永固———紫禁城

建成六百年”大展，故宫这座 600 岁
的皇家宫殿，正以新创意创造着新价
值。

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为新时代提供新滋养新能
量。

2019 年 7 月 6 日 ， 实证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自此，中国已有 55
项世界遗产 ，40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居世界
前列。

2020年 7 月 6日，良渚古城遗址
迎来首个“杭州良渚日”。 公园 5G 全
覆盖，“云展览”精彩纷呈，文创产品
层出不穷， 古老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讲述中华文明的动人故事。

与此同时，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
也为脱贫致富打开新思路。

四川凉山着力将彝绣、 银饰、漆
器等众多传统工艺转化为脱贫生产

力，促进非遗活态保护，也带动贫困
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 在湖南湘
西州，“非遗+扶贫”让很多拥有刺绣
技艺的外出打工妈妈实现了 “守着
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又养家”。 打开
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输入“新疆非
遗”，从首饰、乐器到服饰、美食，活色

生香的产品让人目不暇接，今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线上销售更是火

热。
最新数据显示，“十三五” 以来，

有关部门支持各地设立各级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超过 2000 家， 带动数十
万人就业增收。

奔小康的路上，文化自信留住了
“老手艺”，编织着“新乡愁”。

（新华社北京 9月 28 日电）

回回眸眸““十十三三五五””

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
新华社沈阳 99 月 2288 日电 （（记者

赵洪南 梅常伟））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 2288 日上午安葬在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111177 位志愿军
烈士英灵近 7700 年后回到祖国和人民
的怀抱，，在中华大地上安息。。

初秋的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苍松含悲，， 庄严肃穆。。 安葬仪式在陵
园下沉式纪念广场举行。。 广场周围，，
环形的烈士英名墙下，， 摆放着黄白相
间的菊花，，参加仪式的人们肃穆站立，，
缅怀英烈，，铭记历史。。

1100 时许 ，，军乐队奏响 《《思念曲 》》，，
仪式正式开始。。 乐声婉转低回，， 诉说
着人们对英雄的无尽思念。。 礼兵们迈
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的

棺椁缓缓进入现场，， 全场奏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工作，，
始终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最深厚的

民族情感 。。 据了解 ，，22001144 年至 22001199
年，， 先后有 559999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归国，， 安葬在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

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 部长
孙绍骋在致祭文时说：：““承先烈遗志，，

整吾辈行囊，，接续百年宏愿，，复兴伟大
梦想。。 惟愿英灵安息、、浩气长存。。 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
全场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士

兵们鸣枪向英雄前辈们致以最高的敬

意。。
随着《《思念曲》》再度奏响，，礼兵们

抬起烈士棺椁 ，，绕场半周 ，，缓步走向
安葬地宫。。当年并肩冲锋陷阵的战友
再次集结在一起。。全场人员向烈士棺
椁行注目礼，，默默送别英雄们最后一
程。。

7700 年前 ，，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
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
鲜人民和军队一道，， 历经两年零九个
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
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山河无恙，，魂兮归来。。
参加仪式的人们排起长队，， 向烈

士献花致敬，， 并绕广场一周瞻仰烈士
英名墙。。英名墙上刻满了烈士的名字，，
这是祖国和人民对他们的永远铭记。。

““当年过鸭绿江的时候，，就没想过
回来，，每个过江的战士都是这种想法，，
抱着用生命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决心，，
视死如归。。 今天，， 他们终于回家安息
了。。 ””8888 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维波嗓音
嘶哑，， 眼眶湿润，，““祖国和人民没有忘
记你们！！ ””

�� �� 99 月 2288 日，， 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进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安葬地宫。。 新华社记者 龙雷 摄

健康生活方式有助降低慢性肾病风险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和瑞

典卡罗琳医学院研究人员进行的

一项新研究发现，多吃蔬菜、勤运
动、戒烟等健康生活方式有助于降
低患慢性肾病的风险。

据格里菲斯大学发布的新闻

公报介绍，全球每年有数百万人因
慢性肾病引起的并发症而早亡 。
澳、瑞两国研究人员系统评估了超
过 100 篇已发表的论文，以找出可
能导致肾病的生活习惯。

在分析了 16 个国家和地区超
过 250 万人的数据后， 他们发现，
多吃蔬菜、增加钾的摄入量、多运
动、适度饮酒、减少食盐摄入量和

戒烟， 可以将慢性肾病风险降低
14%至 22%。

相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
肾病学会杂志》月刊上。 论文第一
作者、 格里菲斯大学的杰伊蒙·凯
利说，生活方式可能很大程度影响
患肾病的风险，医生可以据此更好
地做出临床决策，普通民众也可以
相应调整生活方式， 防止肾脏损
伤。

研究人员强调，这些生活方式
建议适用于有患病风险的健康人

群， 已患肾病的人应当听从医嘱，
以免给肾脏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

（据新华社电）

人人健康 全民小康

健康教育●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我国营收千亿级企业首次突破 200家
新华社郑州 9 月 28 日电 （记者 王

希 张浩然 ）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
28 日在郑州发布，500 强企业中营业收
入规模在 1000 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增
至 217 家，较上年净增 23 家，其中 8 家
企业营收超过了 1万亿元。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引领经
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中国企
业 500 强榜单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发布， 至今已连续发布 19
年，各项榜单生动记录了我国企业发展
的轨迹。

据了解，2002 年首次发布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时， 企业入围门槛年营业收
入只有 20 亿元， 营收千亿级的企业只

有 10家。
今年中国企业 500 强的入围门槛

为营收 359.61 亿元 ， 较上年提高了
36.36 亿元。 中国石化以 2.81 万亿元营
收排名榜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位列
二、三位，营收分别达到 2.65 万亿元和
2.62 万亿元。

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营收总额达
到 86.02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8.75%；实
现净利润 38924.14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10.2%。

今年 500 强企业中有 431 家企业
提供了研发数据， 合计投入研发费用
10754.06 亿元，研发强度为 1.61%，达到
历史高位。

河南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57.8万户
存量危房全部清零

新华社郑州 9月 28日电（记者 韩朝
阳）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河南已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57.8
万户，目前已实现存量危房全部清零。

据悉，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住房危
险、经济贫困群众解决住房基本安全问
题的重要措施。 在河南，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
贫困残疾人家庭 4 类群体是危房改造

的重点对象。
在危房改造中，河南把建档立卡贫

困户危房改造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对贫
困县和深度贫困县政策倾斜力度。 2016
年至今， 支持 38 个国家级贫困县危房
改造资金 24.66 亿元， 占全省任务资金
的 45.96%；下达 4 个深度贫困县危房改
造资金 5.21 亿元， 占全省任务资金的
9.75%，解决难中之难问题。

������庚子年祭孔大典在曲阜孔庙举行 9 月 28 日， 参加庚子年祭孔大典的嘉宾
步入曲阜孔庙。 当日，庚子年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以纪念孔子
诞辰 2571年。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新华社利雅得 9 月 28 日电 （记者
涂一帆）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沙特阿
拉伯 28 日发表声明说， 今年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将于 11 月 21 日至 22 日
以视频方式举行。

根据沙特阿拉伯当天发表的声明，
沙特国王萨勒曼将主持此次线上峰会。
峰会将在今年 3 月成功举办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及
超过 100 多场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会

议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举行，重点就保护
生命健康和恢复经济增长等议题进行

讨论。
声明说，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

行，二十国集团迅速采取前所未有的行
动，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已捐
助超过 210 亿美元用于支持诊断、治疗
以及疫苗研究等， 同时注资 11 万亿美
元以支持世界经济，包括发起暂缓最贫
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贵州播州：“菜篮子”带来好“钱”景 9 月 27 日，村民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鸭溪镇金钟村分装茄子。 连日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钟坝区种植的茄子
陆续进入采摘期，村民抢抓农时开展采摘、搬运、分装等作业，及时供应各地市场。近
年来，鸭溪镇通过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反包给群众种植的“返租倒包”模式，在全
镇坝区种植茄子、莴笋、花菜等一年三茬订单蔬菜，盘活农村闲置土地及劳动力资
源，实现农业增产、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