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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
求，现将桂林市临桂区人民路和秧六
路交叉路口西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调整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该项目位于人民路和秧
六路交叉路口西南侧；其他详细情况
请咨询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申请人和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
如果对该规划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
将具体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
式)于公示期内送达桂林市临桂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电话： 0 7 7 3-
5590766)。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依法
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 1 月 4 日

公 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要求，现将我局拟批准桂林市叠彩区环境
卫生管理站委托广西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编制的叠彩区春江北路垃圾中转站及环
卫基地规划予以公示（详见规划局一楼公
示栏和公示网站）；

该项目位于叠彩区春江路CB3-2地
块，本次规划总净用地6600平方米；规划
总建筑面积5597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
面积5010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587平
方米；机动车停车位20个，非机动车停车
位200个。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以
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
式)于公示期内送达临桂路12号桂林市规
划 局 一 楼 接 待 大 厅 ( 联 系 电 话 ：
2850195)。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2017年1月7日至2017年2
月6日

公示网址：www.glghj.gov.cn
桂林市规划局

2017年1月6日

公 示
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

征收管理条例》要求，我局拟批
准桂林聚信水业有限公司“品正
泉”饮用天然泉水由于产品销量
增加取水量由原来0 . 28万m3/年增
加到1 . 898万m3/年，取水水源点
在宛田瑶族乡小河村委长滩村马
练槽取水池（房）内。此次增加
取水量对第三者产生影响的，请
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
形式将反映情况（署真实姓名和
有效联系方式）送达桂林市临桂
区水利局二楼水政股（联系电
话：0773-3662006）。

桂林市临桂区水利局
2017年1月9日

公 告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03年2月

25日在阳朔县
杨堤乡杨堤街市
场捡拾女性弃婴
一名（姓名周雪
琴），出生日期
（或者估计年
龄）2003年2月
25日，身体健
康，无随身携带

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阳朔县民政局联系，联系
电话：0773-8872658，联系地址：阳朔
县蟠桃路16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阳朔县民政局
2017年1月5日

更正启事
《桂林日报》 2016 年 12 月 25 、

26 、 27 日刊登的《秀峰区人民政府关

于评选“独秀”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的

公告》中，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5 日。
秀峰区科技工作领导小组

2017 年 1 月 9 日

各温州商会会员：
2017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桂林

温州商会定于2017年1月13日16时正
在桂林大瀑布饭店三楼银河厅举办温
州商会会员新春联谊会，请各会员准
时到会。

桂林温州商会网址：
http://gxglwzsh.com/
联系电话：2857849
联系人：蒋国芳

桂林温州商会
2017年1月8日

桂林温州商会
春节联谊会

通 知

新华社北京１月８日电（记者徐博 张逸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克服唯学历、唯资
历、唯论文的倾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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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六个部分共１８条。第一部分是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第二至六部分是
改革任务。最后，《意见》对抓好贯彻落实提出了

明确要求。
《意见》提出，力争通过３年时间，基本完成

工程、卫生、农业、会计、高校教师、科学研究等
职称系列改革任务；通过５年努力，基本形成设置
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
的职称制度。

《意见》明确，要完善职称系列，保持现有职
称系列总体稳定，探索在新兴职业领域增设职称系

列，职称系列可根据专业领域设置相应专业类
别。目前未设置正高级职称的职称系列均设置到
正高级。

《意见》要求，要重点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
职业道德，突出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合理设置职
称评审中的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对职称外语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要进一步打
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

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
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

《意见》强调，要加强职称评审监督，严肃
评审纪律，建立倒查追责机制，实行政策公开、
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打击侵害专业
技术人才利益等违法行为。要发挥用人主体在职
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科学界定、合理下放职称
评审权限。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印发

■今日关注

□新华社记者徐博 齐中熙 袁汝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就《意
见》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意见》明确了哪些重点改革任务？
答：在健全职称制度体系方面，《意见》提出

保持现有职称系列总体稳定，适时调整、整合，探
索在新兴职业领域增设职称系列。职称系列可根据
专业领域设置相应专业类别。目前未设置正高级职
称的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建立职称与职业资格的
对应关系，取得职业资格即可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
和层级的职称。

在完善职称评价标准方面，《意见》突出品
德、能力和业绩导向，把品德放在专业技术人才评
价的首位，重点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道德，强
化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强调以职业属性和岗位需
求为基础，注重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专业性、技术
性、实践性、创造性，突出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强
调注重考核专业技术人才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绩
效、创新成果，并向基层一线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才倾斜。

在创新职称评价机制方面，建立以同行专家评
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对特殊人才通过特殊方
式进行评价，对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单独评价。进一
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等制约，畅通职称申报渠
道。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推进职称评审社会化。严肃评审纪律，加强评
审监督。

在改进职称管理服务方式方面，《意见》明确提
出科学界定、合理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发挥用人主体
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对于开展自主评审的单
位，政府不再审批评审结果，改为事后备案管理。同
时，建立职称评价服务平台，探索跨区域职称互认。

问：《意见》在完善职称评价标准方面提出了
哪些具体举措？

答：《意见》围绕品德、能力和业绩三个方
面，提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一是坚持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
制”，通过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
销。

二是合理设置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对实践
性、操作性强，研究属性不明显的职称系列，可不
作论文要求；探索以其他成果形式替代论文要求；
推行代表作制度，重点考察成果质量，淡化论文数
量要求。

三是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
统一要求。确实需要评价外语和计算机水平的，
由用人单位或评审机构自主确定评审条件。

四是突出评价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增加技
术创新、专利、技术推广、标准制定等评价指标
权重，注重考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出重大
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申报高级职称。对
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放宽资
历、年限等条件限制，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

五是向基层一线倾斜。对在艰苦边远地区和
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不作职称外语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淡化或不作论文要求；对
长期在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适当放宽学历
和任职年限要求。

问：《意见》在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方面有哪
些措施？

答：为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
《意见》提出政府部门要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公
共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减少审批事项，减
少微观管理，减少事务性工作。发挥用人主体在
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科学界定、合理下放职
称评审权限，逐步将高级职称评审权限下放到符
合条件的市地和社会组织，推动高校、医院、科
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其他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

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
职称评审要化繁为简，按照“于法周全、于

事简便”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设置评价条件和程
序，减少交叉评价和“多头”评价，让专业技术
人才少跑腿、少填表、少准备资料，减轻人才
“被评价”的负担。同时，要避免“一放就
乱”，对于不能正确行使评审权、不能确保评审
质量的，将暂停自主评审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

问：《意见》在加强职称评审监管方面有哪
些措施？

答：一是完善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
管理制度；二是完善评审专家遴选机制；三是健
全职称评审委员会工作程序和评审规则；四是建
立职称评审公开制度；五是建立职称评审回避制
度、公示制度和随机抽查、巡查制度；六是严禁
社会组织以营利为目的开展职称评审。

问：请您谈谈对贯彻落实《意见》有什么具
体部署？

答：按照《意见》要求，人社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抓紧制定配套措施，分系列推进职称制度改
革。力争３年内完成工程、卫生、农业、会计、
高校教师、技工院校教师等职称系列改革任务，
５年内争取完成所有系列职称制度改革任务。

（新华社北京１月８日电）

保持总体稳定 适时调整整合
——— 人社部副部长汤涛就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答记者问

力源大米：农残、重金属不超标，美味又安全
品种：精选优质非转基因稻种，确保大米的口感

土壤：精选北回归线优质籼稻种植区，历时 3 年分派十二队人马，行走广西各个乡村取土，精

选镉、铅、砷等重金属含量低、富硒土壤的乡村作为种植基地

水源：原始森林水源保护区，无污染，水质好，生产出来的稻谷谷粒丰满，营养价值高，人们

吃得安全健康

模式：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连片种植，确保统种统收，便于管理，减少药残，更

安全

力源食用油：
好原料：原料精选中国山东优质花生基地种植的花生

好工艺：现代工艺生产，完整去除黄曲霉毒素 B1，达

到出口品质

贮存好：恒温窖藏，销区直供；天然无添加，鲜香浓醇

大企业保障：本地化分装，15 次精滤，64 年安全品质。

三代力源人，坚持 64 年，以安全理
念铸力源品牌。2016 年销售额 140 多亿
元，居广西名企第 2 位，广西企业 50 强
第 20 位，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 382
位，如今 4000 多力源人齐心协力为您
的餐桌保安全。

力源 米 油 肉 蛋
三香 三甜 三安全 吃好点 吃少点
三香：米饭香、花生油香、肉蛋香
三甜：饭甜、汤甜、肉甜
三安全：重金属不超标、农残不超标、毒素不超标
团购热线： 2609634 2604277 18577383622 18577328611

妈妈，再来一碗
力源米饭

慰问员工、走亲访友就选力源粮油

编号 店名 地址 电话 上班时间

1 七星店 七星区第五人民医院对面七星农贸市场一楼 5829528 7:00-21:00

2 东城店 七星区东城别墅对面 5630855 7：00-13:00
16:00-19:00

3 安厦店 象山区安厦世纪城内新艺幼儿园旁 3880902 7：00-21:00

4 铁西店 象山区第十七中学南侧铁西市场对面 2565919 7：00-13:00
16:00-19:00

5 彰泰城店 象山区凯风路彰泰城西门 6 栋 1-2 号门面 2537989 7：00-22:00

6 安新店 象山区安新洲安家路江上一品西门旁 3898962 7:00-21:00

7 明珠店 七星区七星路将军塘旁明珠花园侧 5859169 7：00-13:00
16:00-19:00

8 翠竹新店 象山区翠竹路 15 号彰泰鸣翠新都二期 25 栋 1-15 号门面 3679395 7:00-21:00

9 码坪街店 七星路三里店公交站旁 7590530 7：00-21:00

10 睿城店 七星区朝阳路彰泰睿城南大门门口 7592296 7:00-21:00

11 群众店 叠彩区群众路口公交汽车站台旁 2323262 7:00-22:00

12 文明店 象山区文明路老年大学门口 2801216 7:00-15:00

13 东环店 七星区东环市场门口 2323261 7:00-13:00

14 解西店 秀峰区解放西路解西幼儿园旁 2885819 7:00-15:00

15 八桂店 秀峰区八桂路 6 号榕湖小学后门旁 2818121 7:00-21:00

16 乐群店 秀峰区乐群菜市内米行 5 号 2855783 8：00-13:00
15:00-18：30

□新华社记者 吕诺

雾霾频发，口罩、空气净化器热销，“除
霾秘方”在微信朋友圈疯传……我们该如何保
护健康？权威专家指出，口罩和空气净化装置
能起到防护作用；各种“药茶”应慎用；吸烟
比吸霾更损害健康；增强自身抵抗力需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

口罩可阻挡四成细颗粒物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说，正确佩戴口
罩，可以挡住 40% 的细颗粒物，减轻雾霾对
健康的伤害。选择口罩时，应查看产品防护级
别、使用说明、推荐使用时间及贮存期、消毒
方式等，优先选择标有 KN95 或 N95 、 FFP2
及其以上标准的口罩，同时应考虑面部贴合
性。

王宇介绍，儿童应选择专用口罩；慢性阻
塞性肺部疾病患者、哮喘病人等呼吸困难的特
殊人群，应选择带气阀的口罩。当使用者感觉
呼吸阻力明显升高、有憋气感，部件损坏、老
化、破损或失效，或者出现异味、脏污时，应
及时更换口罩。

针对可多次使用的口罩，王宇建议，厂家
最好能随产品提供干燥剂，方便消费者将使用
后的口罩和干燥剂一起密封好，否则，在潮湿
的环境中细菌容易繁殖。

新风系统应装过滤装置

王宇说，在日常密闭空间里使用空气净化
器，一般能将室内细颗粒物浓度降低 50% 至
70% 。

据介绍，室内空气 PM2 . 5 浓度在 75 以
下时比较安全，诱发健康问题较少；家有孕

妇、儿童，以及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血
压、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的敏感个体时，室内
空气 PM2.5 浓度应尽可能降低至 35 以下。

他说，选购空气净化器时，应关注可净化
的污染物种类、洁净空气量、污染物累积净化
量、适用面积、噪声和能效水平等主要技术指
标，重点考虑洁净空气量。

此外，部分净化器如静电式净化器在使用
过程中会产生少量臭氧，选购时应关注净化器
释放臭氧浓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中的限值
(0 . 20 毫克/立方米)。使用空气净化器时应关
闭门窗，并注意滤材更换时间。

置身于装有新风系统的室内空间，是否就
不再有呼吸之忧？王宇说，进新风要有净化装
置。一些现有的新风系统并不能过滤 PM2 . 5
这种细颗粒物，可通过改造增加这种功能。

“防霾”药茶不建议饮用

空气重污染期间，一些中医院配制“防雾
霾茶”，有的药店也开始销售此类制剂。对
此，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是药三分
毒，不建议饮用那些“药茶”。

他说，霾可以诱使一些疾病发生，但对其
致病机理我们目前并不清楚。即使是药食同源
的东西，吃多了也对健康不好。有很多方子里

面有一些药材，有些长期喝是有问题的。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刘清泉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黑白颠倒、作息
失常，冬天吃辛辣冰冷的食物，从中医的角
度讲都是不合时宜、有损健康的。

刘清泉说，雾霾天最容易诱发呼吸道疾
病和精神问题。日常饮食中，应多吃一些清
肺、养肺的食品，如萝卜、白菜、百合等。
调整好饮食和作息，保持心情舒畅，保证正
气通畅，这才是防病的关键。

烟霾危害大于雾霾

雾霾天时，门窗紧闭。中国疾控中心环
境所所长施小明说，此时如果在面积近20
平方米的房间内吸一支烟，室内PM2 . 5浓
度将超过500微克/立方米。所以，烟霾危
害大于雾霾。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说，
不适合开窗通风时，更应减少在家中烹炸食
品，特别注意不要在室内吸烟。雾霾对健康
的影响需要长期监测研究，而烟草对健康的
危害早已被证明。

他说，关注健康，就应养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从每天做起，不管有没有雾霾。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雾霾频发，我们如何保护健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 8
日在北京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将于 1 月 12 日至 15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
访问。

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城镇阿
扎兹 7 日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上百
人死伤。暂时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
造这起袭击。

韩国驻丹麦大使馆官员 8 日称，
韩国驻丹麦大使已经会晤丹麦检察部门
官员，要求丹麦尽快就引渡韩国“亲信
干政”关键人物崔顺实的女儿郑某作出
决定。

均据新华社

我国县域经济面临
“供给侧改革机遇”

■简讯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记者王立彬)作为当前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重大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县域经济提供了巨大
发展机遇。

“郡县治，天下安。”作为融合城乡的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
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承载着最广大的面积和最多的人口。近年
来，在东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同时，我国广大中西部县域经
济普遍存在结构不合理、农民增收缓慢、县乡财政困难、人才资
金缺乏等问题。本周末召开的 2017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坛上，专
家学者认为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提高供给质量、利用大数
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为县域经济提供巨大机遇。

农产品质量不高，玉米等价格“倒挂”，缺乏国际竞争力，投入产
出不匹配，困扰县域经济的这些问题必须破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说，供给侧改革抓住了供给侧突出问题
的质量问题，抓住了供给侧短板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抓住了投入产
出失衡问题，很多县域投入多、产出少甚至负产出。抓住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机遇，就要构建县域经济开放性体系，提高供给侧结构适用
性和灵活性，实现县域供给和需求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县域经济提供了大数据机遇。清华大学
副秘书长张华堂表示，发展县域经济要抓大数据，借力互联网。
清华大学建立了未来城市与基础设施研究院、中国城镇化研究院
等，进行新型城镇化研究。清华大学与地方建立的深圳研究院孵
化出 1500 个企业，其中 20 个上市公司；河北研究院成立了中国
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跨学科地从节能
减排、乡村建设、健康产业等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耶路撒冷发生卡车撞人事件
▲ 1 月 8 日，以色列安全人员封锁耶路撒冷卡车撞人事件现

场。当日，一辆卡车在耶路撒冷冲入人群，已造成人员伤亡。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