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财经 科技·万象 环球

铁路客票自明日起
预售期调整为15天

根据疫情防控最新情况，铁
路部门决定自2022年6月1日起，
将铁路客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含当天）。同时，根据客流回暖趋
势，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动
态灵活安排运力，适时加开旅客
列车，相关车票实时发售。 央视

我国已有5款
HPV疫苗获批注册

30日，国家卫健委在发布会
上介绍，我国已有5款HPV疫苗
获批注册。目前我国可应用的
HPV疫苗包括二价、四价和九
价，使用的年龄范围为9到45岁的
女性，引起宫颈癌HPV高危型别
最主要的是16和18亚型，二价疫
苗就可以预防70%以上的宫颈
癌。 人民日报

一季度超七成外资企业
在华增资幅度大于5%

中国贸促会5月30日发布
《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资营商
环境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一季
度，71%的受访外资企业维持了
业务规模，16 . 4%的企业扩大了
业务规模，72 . 1%的企业在华增
资幅度大于5%。 新华

每升上调0 . 31元
92号汽油进入9元时代

据国家发改委通知，5月30日
24时起，每吨汽油上调400元，每吨
柴油上调390元。调价后，折合92号
汽油每升上调0 .31元，95号汽油每
升上调0 . 33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
0 . 33元。2022年成品油将呈现“九
涨一跌”格局，部分地区92号汽油
将突破9元大关，创下新定价机制
实施以来的最高纪录。 中新

一季度黄金消费量
同比下降9 . 69%

一季度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260.26吨，同比下降9.69%。中国黄
金协会表示，随着3月份黄金价格
的上涨及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复，
黄金首饰消费受到较大冲击，一季
度整体消费被拉低。业内人士认
为，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是决定
短期内黄金需求的关键。经济日报

103岁瑞典奶奶
打破跳伞高龄纪录

5月29日，103岁瑞典老奶奶
鲁特·拉松捆绑在跳伞员约阿基
姆·约翰松身前，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西南240公里上空跳下飞机，刷
新这种跳伞方式的高龄纪录。拉松
当天的年龄是103岁零259天，比先
前纪录保持者年长78天。 央视

名画《蒙娜丽莎》被扔蛋糕
男子假扮老妇作案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当
地时间29日，法国巴黎卢浮宫内的
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遭游客扔
蛋糕。目击者称，当天一名男子头
戴假发、身坐轮椅，假扮成一位老
妇人，伺机发起破坏。蒙娜丽莎胸
前被抹上了一层白色奶油，所幸有
玻璃板保护，画作未受损坏。新华

广电总局要求
不得诱导粉丝消费

广电总局近日印发《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
办法》，要求：不得发布或者雇用
营销号发布引发粉丝互撕、拉踩
引战等有害信息，不得以打赏排
名、刷量控评、虚构事实、造谣攻
击等方式进行炒作，不得以虚假
消费、带头打赏、应援集资等方式
诱导粉丝消费。 人民日报

社会

5月30日，中国科协、教育部、
科技部等七部委共同发布了2022
年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这
是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
单，中国科学院、“两弹一星”纪念
馆、“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
呦呦研究员工作室”等140家单位
入选。 科技日报

涉未成年人案件材料
诉讼终结前不得公开

记者30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中
的材料，在诉讼终结前一律加密保
存、不得公开；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相关部门应
当主动对自己掌握的未成年人相
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新华

茅台冰淇淋即时达
每单配送费需45元

5月29日，贵州茅台又推出三
款预包装冰淇淋并在贵州省会贵
阳市亮相，其中两款售价为66元
一杯，另一款售价59元。这三款茅
台冰淇淋也在茅台数字营销平台

“i茅台”App上线售卖，选择3小
时即时达配送，每一笔订单配送
费45元；选择顺丰冷链配送，12杯
以下需收取35元配送费。 中新

5月27日，美国林业局承认新
墨西哥州历史上最大规模林火为
林业局引燃。调查显示，美国林业
局原本意在有控制地焚烧灌木及
枯枝落叶，从而降低干旱季节的
林火风险，事与愿违，林业局人工
引火的做法引燃了新墨西哥州历
史上最肆虐的林火。 新华

美林业局承认人工引燃
新墨西哥州史上最大林火

四川7名村民上山挖虫草
遭雷击身亡

28日，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
德荣马乡发生了一起雷击事件，7
名正在采挖虫草的村民被雷电击
中身亡。石渠县政府一名工作人
员表示，具体情况正在调查。据当
地村民介绍，遇难7人来自两个家
庭，最大年龄30多岁。

人民日报

海关总署作出部署
严防猴痘

近期，全球多个国家相继报
告猴痘病例，海关总署对全国海
关口岸卫生检疫相关工作作出部
署：严格落实入境人员健康申报、
采样检测等各项卫生检疫措施；
加强进境携带、寄递物检疫和啮
齿动物检疫；扎实做好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和检测工作准备等。
同时，强化多部门联防联控，严防
疫情输入风险。 中新

与以色列军警冲突
约2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5月29日，数万名以色列民众
举行“耶路撒冷日”游行，纪念以
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夺得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游行
引发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军
警冲突，造成约200名巴勒斯坦人
受伤。以色列警方消息说，约7万
名以色列民众参加了游行。央视

日前，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
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
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
者。她们分别是101岁的方奶奶、
95岁的欧奶奶、91岁的沈奶奶。日
军入侵湖南时，她们均被日军抓
走，被迫沦为“慰安妇”。方奶奶和
欧奶奶后来终身未孕，沈奶奶终
身未婚。 人民日报

湖南新确认3位
“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首届“东数西算”大湾区
（广东）算力产业大会开幕

算联全球·数聚韶关——— 首
届“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算力产业大会29日在广东韶
关开幕。大会是国家“东数西算”
工程正式启动以来召开的第一个
全国性大会，采取“线上+线下”
的方式，打造“1+2+3”的交流平
台，即1个主会场、2个分会场、3个
主题活动。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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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把校园安全防护
延伸到学校周边地区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近日
批准发布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
防范要求》新国家标准，将于6月1
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增加了保
安员配备数量、巡逻、值守、学生
上下学时段护卫等防范要求，把
校园安全防护区域从学校内部延
伸到学校周边地区。

市场监管总局网站

湖北江陵5名中学生
在长江游泳被急流冲走

5月29日14时左右，湖北省江
陵县实验中学5名七年级学生到
长江水域铁牛矶段游泳，误入深
水区被急流冲走，目前下落不明。
接报警后，县公安、长航公安、长
江海事等单位人员第一时间施
救，现场已组织8艘搜救艇和70余
名专业救援人员沿江面及江岸开
展搜救。 中新

威胁实施大规模枪击
美国10岁男孩被警方逮捕

据美媒报道，近日，美国佛
州开普科洛尔爱国者小学一名
1 0岁五年级男孩被指发送短
信，威胁实施大规模枪击。当地
警方在对男孩进行讯问后将其
逮捕。据报道，警长马塞洛说：

“这名学生的行为令人厌恶，尤
其是在最近得州尤瓦尔迪市悲
剧发生之后。这个孩子制造了一
个虚假威胁，现在他正经历真正
的后果。” 中新

巴西伯南布哥州强降雨
造成84人死亡

由于连日强降雨，巴西东北
部伯南布哥州发生洪水和山体滑
坡，截至当地时间29日晚已造成
84人死亡，另有56人失踪，3957人
被迫疏散。巴西总统博索纳罗29
日说，他将于30日前往累西腓视
察灾区情况。 新华

前四月我国对外全行业
直接投资同比增长0 . 7%

商务部网站30日消息，据商
务部、外汇局统计，2022年1—4
月，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
286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
(折合450 . 5亿美元，同比增长
2.6%)。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
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2846家境
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累计投资2285 .4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2 .5%(折合358 . 8亿美元，同
比增长4 . 5%)。 中新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0日发布通告
指出，上海市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形势持续向好。根据上海市持
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有序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总体安排，
2022年6月1日零时起有序恢复住
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
动车通行。 新华

上海6月1日起有序恢复
小区出入和机动车通行

140家单位入选首批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越南建成世界最长玻璃桥
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近日，在越南山罗省，一座
632米长的全玻璃桥举行落成仪
式。它已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
证，成为世界最长玻璃桥。玻璃桥
的桥面高度约为150米，采用3层
钢化玻璃制成。 中新

●孙彦路持有的山东天行健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专用收据(收大同印
象2#负一层35号储藏室款)丢失，号
码:0013495，金额:壹万玖仟伍佰伍
拾捌元整，声明作废。

●东阿县铜城茂利海鲜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13715240020877，声明原件作废。

●市北区甄良壹品食品部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3702030274506，现声明作废。

●鲁枣庄货1339编号鲁SJ(2018)
111031营运证整套丢失,声明作废。

●烟台市实华天然气有限公司法人
章(姜永收印，编号37068300L5960，
材质：回墨)自2022年5月25日丢失，
在丢失期间用此法人章进行的一切
业务活动均无效，原章作废特此声
明。
●武守堂于2022年5月27日身份证
丢失，证号37030519640111181X，声
明挂失。
● 董 秋 萍 ( 身 份 证 号 ：
372928197209050045)山东建筑工
程学院函授专科毕业证(毕业证编
号：01846222)丢失，声明作废。
●泓宿贸易(临沂)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301MA3PF55C01)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周杨)丢失，声明原章
作废。

●创兴智(青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 公 章
(3702845660753)、财务专用章
(3702845660754)、法人章王胶东
(3702845660755)、合同专用章
(3702845660756)、发票专用章
(3702845660757)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莱阳市通盛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
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907589号，车辆号牌鲁
FAB708(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 李 金 红 身 份 证 号 码 :
372801196510011029不慎将执业医
师 资 格 证 遗 失 ，编 号 ：
199837141372801651001102，声明
作废。
●市北区康聚苑餐饮经营部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02030053952，声明原件作废。

●烟台芝罘区上尧花园小区，祥尧
街81-9(21#-3-09)号住宅，收据编
号：0057579，金额28万元、0041722，
金额10000元、0041736，金额118000
元，收款人均为邵杰，不慎全部丢
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青岛胶州强龙艺术培训学校的
办 学 许 可 证 拟 注 销 ，教 民
137028171030620号。并成立清算组
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自公告之
日起6个月内，及时与本单位的债权
债务清算小组联系，申请处理债权
债务，逾期不报者，视为放弃权利。
联系人 :肖顺强，联系电话 :
13370870068
青岛胶州强龙艺术培训学校

2022年5月31日

●李沧区好食惠奶茶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02130126817，声明原件作废。

●鲁枣庄驳5279船舶营业运输证编

号鲁SJ(2020)110173丢失，声明作

废。

●泰安市兴山钢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3709030001388，财务专用

章，编号：3709030001389，各一枚，

声明作废。

●孙彦路持有的山东天行健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专用收据(收大同印

象2-2-2205室房款)丢失，号码:

0013410，金额:肆拾壹万伍仟伍佰

陆拾叁元贰角伍分，声明作废。

公告
近期，我公司发现在某些建设

项目中，有第三方冒用我公司名义
推广、签约和提供资料，这些项目
中出现的我公司印鉴系该第三方
私自刻制。我公司严正声明:该建
设项目中的印鉴非我公司真实印
鉴，上述建设项目未获得我公司授
权，该建设项目中以我公司名义出
具的资料和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
我公司将依法严厉追究该第三方
的一切法律责任！

山东汇信建材有限公司

债权债务公告
莱 州 市 文 昌 街 道 文 曲 星 幼 儿 园

(52370683MJE374656T)，山东省学前教育机

构登记合格证编号：3706A093720160615062。

经我单位第三届二次理事会会议表决同意，

决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清算

组，负责清算工作。请我单位的债权人于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请我单位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

组通讯地址：文昌街道文曲星幼儿园 联系

人：李文波，联系电话：15552437522。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冯俊卿
公民身份证号码：371323198012074632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你2022年2月4日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驾驶鲁Q2K8P9

(蓝色)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行为,违反了《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本
机关拟作出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决定。
当事人：秦嗣喜
公民身份证号码：370203196303232011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你2022年2月13日未取得道路运输证驾驶鲁BY85H3(蓝色)从

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行为,违反了《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依据《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拟作
出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决定。
因本机关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

限你们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违法行为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们如对该

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本机关将依法予以核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们有权在

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要求举行听证;逾期不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你们
放弃听证的权利。
联系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548号 邮编:26600
联系人:陈帅 联系电话:0532-87651233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2022年5月31日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姜云涛
公民身份证号码：370630196504287511
本机关认为你2022年1月6日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
(一)项的规定，本机关于2022年4月19日作出370200202200047号处罚决定，给予你罚
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赵大勇
公民身份证号码：370285198301200810
本机关认为你2022年2月14日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
(一)项的规定，本机关于2022年5月17日作出370200202200550号处罚决定，给予你罚
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因本机关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限你们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

员会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崂山区、李沧区、市南区人民法院或青岛
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548号 邮编:26600
联系电话:0532-87651233 联系人:陈帅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2022年5月31日

债权债务公告
山东龙之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股权转

让和法人变更，对变更前债权债务(包括抵押

和担保)和经济纠纷进行清理，对于原股东和

法人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持合法

手续可到我公司联系登记事宜，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有效，逾期我司不承担任何的法

律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龙之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北国

际工业区昊宇路1号

联系电话：0532-58503737

联系人：赵世民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
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
认定、不作为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
职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
准。相关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管理权
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认信息或交易。

教育部成立调查组
全面彻查教材插图问题

针对近日社会反映的人教版
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教育部
已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彻查，对
查出的问题将立行立改，对存在
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将严肃追
责问责，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
姑息。同时，教育部已部署开展全
国大中小学教材全面排查工作，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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