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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5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

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

任行政长官，于2022年7月1日就职。

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选

举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人选的报告，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主任夏宝龙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

长官人选产生过程的汇报。

夏宝龙在汇报中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体现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李家超先生高票当选，体现了

香港社会各界期望团结一致再出发的共同

心愿。

李克强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政府

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

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

国者治港”，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

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

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加快打造国际创新

科技中心，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发挥香港

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

期繁荣稳定。相信李家超先生就任行政长

官后，一定能够团结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

一届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务实

进取，开创香港发展新局面，续写“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的规定，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

家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

任行政长官。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任命李家超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

第754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

鹤，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

志以及国务院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出席

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公共卫

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一批重大疾病危害得

到控制和消除，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持续改

善，医疗卫生相关支撑能力和健康产业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国民健康政策体系进一步健

全，人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基础上继续提高

1岁左右。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工

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快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

续推动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

《规划》确定了七项工作任务。一是织

牢公共卫生防护网。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

力，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健全应急响应和处

置机制，提高重大疫情救治能力。二是全方

位干预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普及健康生

活方式，加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

控，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伤害预防干预，

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环境健

康与食品药品安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三是全周期保障人群健康。完善生育

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保护妇女和儿童健康，

促进老年人健康，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保障

脱贫地区和残疾人等相关重点人群健康服

务。四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优化医

疗服务模式，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加快补齐

服务短板。五是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的作

用，夯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基础。六是做

优做强健康产业。推动医药工业创新发

展，促进高端医疗装备和健康用品制造生

产，促进社会办医持续规范发展，增加商业

健康保险供给，推进健康相关业态融合发

展。七是强化国民健康支撑与保障。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卫生健康人才队伍

建设，加快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促进全民健

康信息联通应用，完善卫生健康法治体系，

加强交流合作。

《规划》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动员各方参

与，做好宣传引导，强化监测评价，推动各项

任务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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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王雨萧）国家税务总局、公

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

理局日前印发通知，明确把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

作为2022年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工作重点，集中力量开展联

合打击。

通知指出，各地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具体案件情况，采取联

合执法、共同办案等方式组织开展案件查处工作，联合调查取

证，积极推动涉税违法犯罪及相关犯罪活动的联合检查调查。

通知明确，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打击骗取留抵

退税违法犯罪与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落实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机结合。对于骗取留抵退税犯罪数额巨

大、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行为，坚决从严惩治。对于初犯、偶

犯，及时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的实体企业，可以依法从宽

处罚，确保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通知提出，要加强政策宣传，释放严查重处骗取留抵退税

等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加大案件曝光力度，分类分级开展典

型案件曝光，不断强化对不法分子的警示震慑。

六部门：

严厉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国际
奥委会在洛桑召开执委会，
宣布中国田径男子 4×100
米接力队递补获得东京奥运
会铜牌，由苏炳添、谢震业、
吴智强和汤星强组成的中国
队共有六种方式获得这枚迟
到的奖牌。根据国际奥委会
奥运奖牌重新发放的步骤，
在国际奥委会官宣之后，递
补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将收到
所属国家（地区）奥委会的通
知，然后选择领取方式。这
是 2021 年 8 月 6 日，中国队
队员苏炳添、谢震业、汤星强
和吴智强（从左至右）在东京
奥运会田径男子 4×100 米
接力决赛后。

新华社记者 贾宇辰 摄

中国田径男子
4×100米接力队
获东京奥运铜牌

据新华社昆明5月20日电（记者陈冬书 岳冉冉）中国科

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车静研究员课题组近日发表研究成果，

将其在江西靖安县发现的纯种野生大鲵描述为新物种——江

西大鲵。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首个野外纯种“娃娃鱼”。

该课题组组长车静介绍，对物种种群的了解和物种的正

确划分是濒危物种保护的基础。尽管过去已正式描述了两个

物种，即传统的中国大鲵和新近恢复有效性的华南大鲵，但当

前的物种分布范围和种群大小不得而知。因此，寻找到未受

杂交污染的大鲵原生种群，进而确定各物种的分布和濒危状

况，是突破当下保护困境的关键。

“不科学的保护行动可能反而加速过去未被认识的小种

群物种的灭绝。”她说。

综合形态学和遗传分化证据，研究人员将此次发现的纯

种大鲵野生种群描述为新物种——江西大鲵，经过分析比对，

该种群遗传分化显著且未受到其他省区大鲵的杂交污染。

江西大鲵是我国首个可记录大鲵完整自然生活史的野外

种群。在为期18个月的野外监测中，研究人员采用标记—重

捕的方法，共记录成体、亚成体和新孵化的幼鲵共700余尾，

并连续两年观察到野外繁殖。

我国发现首个野外纯种“娃娃鱼”

新华社兰州5月20日电（记者梁军 张
睿）5月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专家表示，

我国将近每5个中小学生就有1个“小胖墩”，

肥胖属于营养不良，是营养摄入不科学造成

的。专家建议，孩子们处于成长发育关键期，

每天荤素搭配，纠正不良的饮食习惯，才能吃

出健康。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我国6岁至

17岁的人群中，超重肥胖率近20％，相当于将

近每5个中小学生就有1个“小胖墩”。

“肥胖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带来的损害，要比

中老年群体更严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营养科

主任毛杰说，“小胖墩”进入中年后，很容易出现

心力衰竭，肾脏功能不全等问题。此外，不健康

不合理饮食，除了会造成肥胖，还会引起贫血、

近视、痛风、记忆力减退、失眠等问题。

毛杰说，青少年正经历着青春期发育阶

段，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量大，对食物选择

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强。青少年更容易产生

冲动性食物消费，只关心好不好吃，不注重食

物是否有营养，含糖饮料消费逐年上升，全谷

物、深色蔬菜、水果、奶类、鱼虾类和大豆类摄

入普遍不足。

毛杰建议，学生们每日注意吃好三餐，坚

持粗细搭配，荤素搭配；每天吃够五种蔬菜，

天天吃水果。

他认为，要给孩子营造健康的家庭食物环

境，引导孩子合理挑选零食，优选新鲜水果、奶

类、坚果，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液态奶，常吃

大豆及其制品。少吃高盐、高糖、高脂肪及烟

熏油炸零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约5个中小学生有1个“小胖墩”

娃 娃 健 康 从 规 律 三 餐 抓 起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19日电（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

19日宣布，由中国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

克威莎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这是继国药和科兴

疫苗后，第三款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中国新冠疫苗。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按照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

证程序，已对康希诺新冠疫苗的质量、安全性、疗效、风险管理

规划、方案适用性和现场生产情况完成评估。“由世卫组织召

集并由世界各地监管专家组成的紧急使用清单技术咨询小组

确定，该疫苗符合世卫组织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护标准，并且该

疫苗的益处远大于风险。”

世卫组织说，该疫苗对预防新冠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为

64％，对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率为92％。

中国康希诺新冠疫苗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据新华社洛杉矶5月19日电（记者谭晶晶）美国波音公

司的载人飞船“星际客机”19日发射升空，进行不载人试飞，

踏上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旅途。

美国东部时间19日 18时 54分（北京时间20日 6时54

分），“星际客机”搭乘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宇宙神5”型运

载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随

后，飞船与火箭顺利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星际客机”携超过500磅（约合226

公斤）的美国航天局货物、宇航员补给以及超过300磅（约合

136公斤）的波音货物前往空间站。飞船将在轨停留5天，预

计于25日离开空间站，携超过600磅（约合272公斤）空间站

物资返回地球。

这是“星际客机”第二次不载人试飞。它于2019年 12

月进行首次不载人试飞，但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被迫取消

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计划，提前返回地球。调查显示，软件

缺陷或是首飞失利的主要原因。此后，原定2021年 8月进

行的“星际客机”第二次不载人试飞由于火箭推进系统故

障推迟。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进行不载人试飞

遗失声明
●乔婷2022年 5月 9日遗失

220821199105237248 号身份证，
声明作废。

●郑亚辉遗失 109739 号存
档手册，声明作废。

●李冬梅遗失吉林财税专
科学校财政专业专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89058，声明作废。

● 磐石市锦琇食品超市
JY12202840157588(1- 1) 食 品 经
营许可证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市万福隆农贸有限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信 用 代 码 为

91220106MA14WW952A 正 副 本 丢

失，公章号 2201061773843 公章

丢失，法人章丢失，特此声明。

●王岩将吉林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证遗失，编号：00000215，

声明作废。

●四平市同诚企业管理服

务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法 人 章

(2203020024960，法人刘欣)，声

明作废。

减资清算公告
长春灵动视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

经营原因，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依法
减资，从 2550 万元减至 1200 万元，请本公
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到公司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生态广
场中懋天地 7号楼

联系人姓名：宋艳
联系电话：13756291496

遗失公告
姚 洪 华（220181197411073201）将 吉

(2018)长春市不动产权第 0134743 号不动
产权证书丢失，房屋坐落：净月开发区新
城大街与天富路交汇诺睿德国际商务广
场 A2 号楼 303 号，建筑面积：75.44 平方
米，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吉林省天祥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自然资

源局按照相关法定程序，拟对该单位建设的天祥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
园进行建设工程许可前公示。现场公告牌位于建设项目北侧，网上公示
地址为: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gzj.changchun.gov.cn)，项目周
边利害相关人如有意见、建议，请按现场公告牌或网上公示提供的方
式向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反馈。

反馈意见电话：0431-84166599
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5月20日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邹多为 胡
锐）从 2012 年的 24.4 万亿元到 2021 年的

39.1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货物贸易

总额不断跃升，自2017年起连续5年全球第

一，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也于2020年跃居全

球第一。

这是20日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我国外贸交出的亮眼答卷。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发布会上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扎实推进稳外贸，贸

易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国民

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

用。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

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进出

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7个百分

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了20.9％。我国

进口对全球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3.4％，有力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

据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介绍，从2012

年到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量高达

14.7万亿元，这个数字接近2009年全年的进

出口总值。货物贸易规模继2018年突破30

万亿元大关后，2021年又接近40万亿元关

口，国际市场份额也从2012年的10.4％提升

到去年的13.5％，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

地位更加巩固，充分体现中国不仅是“世界工

厂”，也是“世界市场”。

除了数量连创新高，十年来我国外贸质

量效益同样不断提升。外贸经营主体增长

1.7倍，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在与欧盟、

美国、日本、韩国这些传统贸易伙伴保持良好

经贸往来的同时，我国还积极开拓东盟、非

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其中，尤为值得关

注的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

模占外贸总值比重已从2013年的25％提升

到2021年的29.7％。

在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我国

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变得更加优化。十年来，

出口主导产业已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

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并且不断扩大先进技

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的进口。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贸

易逆差创十年新低。作为外贸新业态，跨境

电商进出口规模5年增长近10倍。

连续迈上新台阶，我国外贸十年交出亮眼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