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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汉滨区关庙镇老龙村二组杨松松 、黄茜茜
夫妇丢失其儿子杨子雨泽的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U610306727，声明作废 。

遗失 ：赵家英 （身份证号 ：612425197402272348）丢
失在安康宜安置业有限公司购买房屋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 ，编号 YS0059282，房号 ：12-12901，声明作废 。

遗失 ：安康鑫润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丢失公司公
章一枚 ，声明作废 。

遗失 ：汉滨区建民街道八树梁村 （原蓼叶沟村一
组 ）王自稳丢失林权证 ，证号 ：0122001746，声明作废 。

遗失：汉阴远航运输发展有限公司丢失陕 G32856 车
辆道路运输证，证号：61092100089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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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

刘志才先生（实际经营人刘敏）：
你在满意市场租赁西区三号楼二层 1A 号商铺，

约定租期为 2022 年 6 月 16 日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
到期，根据《欠条》等材料显示：你拖欠市场房租及服
务费，至今未按《欠条》约定还款；另你私自关门歇
业，已违反《商铺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请你收到此
《告知》5 日内，到市场招商部付清欠款，并按合同约
定开门营业。 逾期，视为你自动放弃租赁权，对你商
铺里所有货品进行清场， 清场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由
你承担，同时，市场有权终止合同，收回商铺，另租
他人，并依法追究你的违约责任。 因此造成的一切
经济损失与市场无关，由你本人全权负责。

特此告知
安康市满意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2 日

广告

（上接一版）
会议认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
和指导作用。 党的二十大根据新形势
新任务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 有利于
全党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
章、维护党章，更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推向前进。 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
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
党章， 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充分体现党的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明确新形势下坚
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要求， 更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
领伟大社会革命。

会议认为， 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 充分反映了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的生动实践、工作成效、认识体会。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落实党中央关
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部署， 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推动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会议
同意 2022 年 10 月 7 日召开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
次全体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修
订完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推进
全党作风建设不松劲、 不停步、 再出
发。 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刹住了一些长
期没有刹住的歪风邪气， 解决了一些
长期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党风政风
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会议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部署 、亲自推动下 ，党中央把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和为基层减负结合
起来，作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内容统
筹谋划、一体推进。 中央层面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采
取有力措施督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
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卸下不必要的负担。 党内
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得到
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治理，基层党员干
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已成为各地区
各部门抓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成
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有力抓手。

会议强调， 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 中央八项规定要长期
坚持。 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反“四风”
的规律特点和工作要求，乘势而上、再
接再厉，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
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
风成俗。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始终保持
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 督促落实好基
层减负各项措施， 不断健全基层减负
的长效机制， 强化并充分发挥常态化
整治工作合力， 让减负成果更好惠及
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从中秋节与教师节 “相遇 ”，到首
个“太空中秋节”；从四川抗震救灾、重
建家园， 到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
……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 ，
人们在中秋佳节， 深切体味团圆思念
与家国情怀。

特别中秋：双节“相遇”、太
空“赏月”、重建家园

今年的中秋节，“十五的月亮十五
圆”， 在朋友圈晒又大又圆的明月美
景，成为很多人庆祝中秋的特别仪式。

一头连着思念，一头连着感恩。 今
年的中秋节恰逢我国第 38 个教师节，
这也是自 1985 年设立以来，教师节首
次与中秋节重合。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发
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为教师亮灯”公益
活动，点亮万千灯火，致敬人民教师。
不少地方以夜色为布，以灯光作笔，向
辛勤的园丁致敬。

10 日晚，武汉长江灯光秀“上新”
中秋节、教师节主题，皓月与灯光交相
辉映，绘就五彩斑斓的月圆画卷。 在浙
江嘉兴、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城市地
标也为教师点亮灯光。 在社交媒体上，
人们纷纷晒出与老师的合照， 写下对
恩师的感激。

此外，“天宫望月” 成为今年中秋
的一大亮点。10 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度过首个“太空中
秋节”。 三名航天员通过视频，向全球
华人送上中秋祝福。

与此同时， 四川泸定地震灾区群
众令全国人民牵挂。10 日，连日下雨的
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终于放晴。 工作
人员将月饼送到安置点， 老师为孩子
们准备了中秋主题活动； 在泸定二中
临时安置点的“帐篷课堂”，孩子们捏
出彩色的“月饼”。 “无论如何，月饼还
是要吃，日子还要过，还要继续重建家
园。 ”一位村民说。

消费：理性、健康、绿色为关
键词

中秋节前夕，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 对治理过度包装和 “天
价”月饼提出实招。 根据此前多部委发

布的相关公告，500 元以上的盒装月饼
被重点监管。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
今年月饼市场运行总体良好， 呈现出
“价格更亲民、包装更简约、口味更丰
富”的新气象：高价月饼大幅减少，单
价 200 元以内的盒装月饼成为消费主
流；月饼包装普遍“瘦身”，豪华包装情
况明显减少。

在各电商购物平台， 环保包装的
月饼礼盒、主打健康的产品备受青睐。
部分餐饮企业推出一系列轻包装、重
创意的月饼。 有商家使用环保型纸板、
可循环纸浆制作包装， 传递绿色消费
理念。

一些老字号以少糖少油为卖点 ，
制作低糖月饼， 不仅在老年群体里受
欢迎，也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销量持续
走高。

出游：本地游周边游为主，夜
间游火热

9 月 8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副局长吴良有表示， 我国将坚持科学
精准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 在全面
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基础上， 强化
优化一系列防控政策措施， 包括倡导
广大群众在本地过节、 重点场所和机
构查验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减少
不必要的聚集性活动。 “居家过中秋”
“非必要不外出”……多地也发出就地
过节的倡议。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 日全国
公路客运预计发送旅客 1750 万人次，
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 52 万人次。 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
示，自 9 月 9 日至 12 日，预计全国铁
路日均发送旅客 556 万人次。

“早上出城堵，晚上进城堵”在部
分城市成为假期出行常态， 进出城道
路潮汐式车流现象较为明显。 与此同
时，一些市民也选择在市区内度假，不
少城市市内商圈拥堵， 交通压力增长
明显。

文化和旅游部及各大在线旅游系
统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以家庭为
单位出游的用户占较大比例，近郊游、
周边游、微度假、短途游为假期旅游市
场主导方向。

9 月 12 日， 某商业平台发布的中
秋小长假旅游消费盘点指出， 在低风
险地区，本地游及周边游较为活跃，本
地酒店订单量较上月同期增长 52%。
在本地游带动下， 不少年轻消费者选
择带家人和孩子在酒店过节。

此外，夜间旅游消费成为亮点。 文
化和旅游部先后推出两批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中秋节期间，
夜间演艺演出、光影秀、赏灯祈福等项
目受热捧。

多个平台数据显示， 中秋夜游相
关产品预订量较端午明显增长。 不少
航空公司也推出 “赏月航班”，带乘客
“追云逐月”。 中秋节当天，全国计划执
行的赏月航班为 1607 个，中秋当日夜
间航班搜索量和预订量都实现双位数
增长。

文化：电影市场回暖，中秋晚
会唱响家国情怀

上半年， 国内电影市场票房在疫
情冲击下受到影响。 6 月以来，电影市
场逐渐回暖。

中秋节期间，12 部新电影陆续上
映，竞争激烈。 今年的中秋档新片覆盖
喜剧、家庭、爱情等题材，为观众带来
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有关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2 日，
中秋档票房已突破 3 亿元。 同时，中国
电影市场 2022 年度总票房已突破 250
亿元。

近期， 一些城市的电影院陆续开
放。 国家电影局也推出一系列电影消
费促进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影片
的优异表现及更多供给将为电影市场
恢复带来契机。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更
为期待国庆档的表现，“热度有望进一
步延续”。

“共赴秋晚，同享团圆”。 另一热度
颇高的话题是 2022 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秋晚会。 三个篇章围绕中秋佳
节的“月文化”设题 ，既有悠久的节日
习俗，也有浓郁的乡愁思念，更有暖暖
的家国情怀。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舒静
王雨萧 叶昊鸣 樊曦）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2022 年中秋小长假盘点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积极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