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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巴布亚新几内
亚总理奥尼尔举行会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我
国肝移植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
已超70%

22日，“百名红通人员”赖
明敏回国投案，并主动退赃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日前
发布《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
实施办法》，宣布从7月1日起实
施有偿救援

土耳其女排联赛球队瓦

基弗银行队21日通过其推特官
方账号宣布与中国球员朱婷续
约，朱婷即将开启她连续第三个
赛季的留洋生涯

联合国粮农组织22日倡
议在养殖业领域更合理地使用
抗菌药，尽量减少抗菌药耐药性
的影响

美国纽约市警方 21 日
说，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当天上午
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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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6 月 22 日电
（记者史林静）记者从河南省教
育厅获悉，今年河南48所高校将
新增169个本科专业。其中，“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工
科”专业成为热门。

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与产业变革，各地高校积极推进

“新工科”建设。今年河南高校招
生一大亮点就是重点推出了“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

“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等“新工
科”专业。其中，河南大学、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郑
州科技学院等21所本科院校新增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周口师范学院、新乡学院、洛阳理
工学院、河南工学院等5所高校增
设了“机器人工程”专业。

此外，网络信息安全和物联
网技术也是今年河南高校招生
的亮点。河南大学、中原工学院
增设了“信息安全”专业，河南牧
业经济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增设了“物联网工程”专业。

本次公布新增设的专业，可
自2018年开始招生，纳入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各校切实
加大新增专业的建设力度，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

我省48所高校
新增169个本科专业

袁文才，1898 年生，江西宁
冈（今井冈山市）人。王佐，1898
年生，江西遂川人。袁文才、王
佐都生长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
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
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
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
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

1926 年 9 月，在中共宁冈县
党组织领导下，袁文才率部参加
宁冈暴动，任县人民委员会军事
部长、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
挥，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年 1月，王佐也把自己
的队伍改编成党领导的遂川县
农民自卫军，任赣西农民自卫军
副总指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
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
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他们也
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
起义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
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
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初，袁文才和王佐所

部经过改编后正式编为中国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
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
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不久，王佐也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 年 4
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
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
团长和副团长。其间，他们率领
所部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
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
战等作战，屡立战功。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
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袁
文才曾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
征。王佐则率部队配合彭德怀
指挥的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多次
打退敌人的进攻。1929年 4月，
王佐的部队与宁冈、永新、莲花
三县赤卫大队合并为独立团，他
任团长。后独立团编入红五军
第五纵队，王佐任司令员，一直
坚守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使
井冈山红旗始终不倒。1930年2
月，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含冤
牺牲，时年32岁。
（据新华社南昌6月22日电）

袁文才、王佐：
从绿林好汉到红军将领的井冈英杰

据新华社上海6月22日电
（记者贾远琨）6月22日，C919大
型客机在上海和西安两地开展
试飞。102架机于7点13分在上
海浦东起飞，空中飞行 1小时 34
分钟；101 架机于 11 点 5 分在西
安阎良起飞，空中飞行 3小时 10
分钟。两架飞机完成了部分操
稳试验和系统检查。

目前，C919 大型客机项目

研制按计划平稳推进，研发试
飞、静力试验、后续架次的地面
机上试验和相关优化工作正在
同步有序开展。

101 架机前期在西安开展
了地面改装及载荷标定；102 架
机在上海完成了操稳检查、性
能检查等试飞任务和测试改装
等工作，将于近期转场东营基
地。

我国大型客机项目研制平稳推进

两架C919客机两地开展试飞

郭鹏宇:
公司于 2018年 6月 21日向你下发了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你本人
经公司多次通知仍拒绝接收，现予以公告，请你自本通知印发之日
起 6个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及工作交接。

河南厦鹰水务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3日

通 知

根据省、市部署，为保护绿化成果和森林安
全，我市拟于2018年6月22日-7月22日对全市

国道、省道、高速及重点河道两侧2公里范围内，市县城区和城郊
森林公园周边5公里范围内实施飞机防治重点森林病虫害工作，
所用药物对人、畜无害，请养蜂者在上述区域采取避让管理措施。

平顶山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应急防控指挥部

飞防公告

叶县田园石磨面粉加工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410422NA000021X）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叶县田园石磨面粉加工专业合作社

2018年6月23日

注销公告

入住多年房产证“难产” 土地
手续竟是伪造的

嘉华新苑小区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嘉华
街南北两侧，分两栋住宅楼，现有 300余家
住户。居民关先生说，他 2011 年与开发商
西安鑫茂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于2012年入住。

“买房时我们查阅了资料，看到这个楼
盘‘五证齐全’才放心购买。”关先生说，当
时，长安区3家政府机关也参与了该小区的
团购，让其他购房者十分放心。

然而，入住多年后，业主们的房产证却
迟迟办不下来。为此，居民多次找到开发
商，后者以种种理由推托。

2016 年起，嘉华新苑小区居民多次向
长安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16年6月，西
安市政府官方网站曾做出回应，表示“经长
安区政府核查，嘉华新苑项目由西安鑫茂
源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共 2栋高层，已
交房，并验收合格，该项目五证齐全”。“目
前，长安区政府已责成房管、建设等部门督
促开发企业尽快完善相关资料，力争早日
为业主办理房产证。”

然而，业主期待的房产证依然没有着
落。面对群众诉求，2018年 3月，西安市国
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在网上回复称：2005年12
月30日，鑫茂源公司挂牌取得位于环城西路
与嘉华街丁字路口西南角、西北角11.356亩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后该公司在上述集
体土地上违法建设住宅，国土部门依法对其
进行了行政处罚并将上述土地征收为国
有。目前，因该公司伪造上述土地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原以为“五证齐全”的楼盘，没想到土
地手续竟系造假。这一结果，令嘉华新苑
小区居民颇为震惊。

集体土地变国有土地 “假证”
一路“闯关” 经办干部称“真伪难辨”

按照相关规定，房地产商在预售商品
房时，应具备《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这五证。土地使用证是假的，那么其余4项
手续又是如何办理下来的？

6月21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
副局长李军锋向记者表示，鑫茂源公司取得
嘉华新苑项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
途为商贸。2006年，长安分局曾向其办理了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按照政
策，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开发。

鑫茂源公司在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手续后，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的证件号“移花接木”，伪造出一份《国有土
地使用证》。

就是这样一张伪造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被长安区规划、建设、房管等部门一路
绿灯“放行”，开发商顺利办齐了其余四证。

21日，西安市规划局长安分局提供的一
份情况说明称：鑫茂源公司在申请规划行政
许可过程中，按规定向分局递交了《国有土
地使用证》等有关土地手续。工作人员在按
规定核对资料原件后，按程序于2006年9月
15 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 2007
年7月17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09年，在从长安区建设局拿到《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后，鑫茂源公司向长安区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据经办此事的该局房屋市场管
理科科长张建回忆，当时他对原件和复印
件比对后，认为鑫茂源公司“资料齐全”，因
此很快为其办理了预售证。“因为前期的 4
个证分别已由国土、规划和城建部门颁发，

我们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面对记者，张建拿出了2009年鑫茂源公

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将之与其
他公司的真证放在一起对比，表示“伪造的证
件与真证看上去一模一样，很难辨别”。但记
者注意到，伪造的证件中，“地号”一栏为空。

张建说，他并不知晓“地号”是什么意
思。李军锋说，每一宗国有土地都有唯一的
地号，相当于“门牌号”，代表了土地的位置。

涉事开发商曾被处罚 长安
区委区政府已介入调查

多位受访嘉华新苑小区居民质疑，行
政部门是否有失职之嫌？

张建说，依照原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商
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在商品房预售许
可办理时，“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开发企业提
供的有关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
核，开发企业对所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
实性负责”。他认为自己是依照规定办事，
鑫茂源公司应当为其造假行为负责。“在发
现鑫茂源公司造假后，我们向公安机关报
了案，目前案件正在侦办过程中。”张建说。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副局长马
翔坦言，其他部门在为鑫茂源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时，并没有向国土部门核实过《国有
土地使用证》的真伪，“哪怕当时给我们打
个电话了解一下，后面的问题也能避免”。

李军锋说，2009年，因发现鑫茂源公司
开始建设商品房，“改变了集体建设用地的
用途”，国土部门曾对其处以 4万余元的罚
款，并将土地收归国有。然而，在缴纳了罚
款之后，鑫茂源公司并没有停止建设商品
房，并最终建成销售。

目前，长安区委、区政府已成立联合调
查组介入调查。

（据新华社西安6月22日电）

入住多年办不下房产证，“五证齐全”楼盘土地手续竟系伪造！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陈晨 薛天

开发商用自己伪造的一张《国

有土地使用证》，竟在规划、建设、房

管等部门“一路绿灯”顺利办齐商品

房预售的其余四证。如今，业主在

入住“五证齐全”的房子多年后却无

法办理房产证，而多位经办干部称

伪造的证件“难以辨别”，当时依法

依规履行了职责。

近日，西安市长安区一商品房

项目土地审批手续造假问题引发关

注。长安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长

安区委、区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介入调查，并表示将妥善处理好这

一问题，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结论。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日前，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
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就加快推进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
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等作出部署。

《方案》要求，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体系，
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
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推动企业和群众办
事线上“一网通办”（一网），线下“只进一扇

门”（一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一
次），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
样方便。

《方案》提出，坚持联网通办是原则、孤
网是例外，政务服务上网是原则、不上网是
例外，到2018年底，“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初见成效，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不低于80%，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综合
性实体政务大厅比例不低于70%，省市县各
级 30 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到
2019 年底，重点领域和高频事项基本实现

“一网、一门、一次”，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
上可办率不低于90%，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综
合性实体政务大厅基本实现“应进必进”，
省市县各级100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

次”。
《方案》明确了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任

务和工作措施。一是以整合促便捷，推进
线上“一网通办”。加快构建以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为枢纽、以各地区各部门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为基础的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
平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密等外，
原则上各级政务服务事项均应纳入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办理，实现政务服务“一次登
录、全网通办”。二是以集成提效能，推进
线下“只进一扇门”。大力推行政务服务集
中办理，实现“多门”变“一门”，促进政务服
务线上线下集成融合。除因安全等特殊原
因外，原则上不再保留各地政府部门单独
设立的服务大厅。三是以创新促精简，让

企业和群众“最多跑一次”。梳理必须到现
场办理事项的“最多跑一次”目录，大力推
进减材料、减环节，推动政务服务入口全面
向基层延伸。四是以共享筑根基，让“数据
多跑路”。建立完善全国数据共享交换体
系，加快完善政务数据资源体系，做好政务
信息系统改造对接，推进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一网通享”，强化数据共享安全保障。

《方案》强调，要建立健全“一网通办”
的标准规范，加快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立
监督举报投诉机制，开展百项问题疏解和
百佳案例推广行动。各地区、各部门要层
层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实
施，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取得更大实
效。

国办印发方案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赵
文君）我国加速批准境外新药上市取得进
展。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 22 日在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今年4月以来，国
家药监局加速批准了临床急需的7个防治
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境外新药，其中包括
预防宫颈癌的九价HPV疫苗、治疗丙肝的
第三代索磷布韦帕他韦片。

焦红介绍，通过大幅简化境外上市新
药审批程序、优化药品临床试验审批程序、
取消进口化学药品逐批强制检验，国家药
监局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实施鼓
励新药上市政策措施。

对于境外已上市的防治严重危及生
命且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罕见病的
药品，同时经研究确认不存在人种差异
的，申请人不需要申报临床试验，可直接
以境外试验数据申报上市，药品上市时间
将加快 1 至 2 年；对需要在我国开展临床
试验的境外新药，将临床试验阶段的注册
检验由逐一检验调整为根据审评需要检
验，缩短企业检验样品的准备时间，加速
境外新药上市。

国家药监局起草的《关于调整药物临
床试验审评审批的公告（试行）》目前正在
公开征求意见。该公告正式实施后，临床
试验申请由批准制改为到期默认制，自
临床试验申请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未收
到否定或质疑意见的，申请人即可按照提
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为企业节约时间
成本。

今年 4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进
口化学药品通关检验有关事项的公告》，
取消了进口化学药品的口岸检验，加强上
市后的监督抽验。政策实施后，进口化学
药品从口岸通关后可直接配送至医疗机
构、零售药店，可缩短进入中国市场时间
2 至 3 个月，降低境外新药进入中国市场
的成本。

我国加速批准九价HPV疫苗等
7个临床急需境外新药上市

陷阱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6 月 22 日，工人在湖北省宣恩县高罗镇
龙河村一座风雨桥上安装雕花桥檐。

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
县，活跃着一群修建风雨桥的木匠。他们用
最原始的斧、刨、锯、锉等工具，不在木头上用
一颗铁钉，在榫卯之间传承着风雨桥的修建
技艺，延续着手艺人的“工匠精神”。

新华社发（宋文 摄）

“风雨”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