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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五年，咱干得怎么
样？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
成就。

其中，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国内
生产总值从不到70万亿元增
加到超过100万亿元。创新
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在载人
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
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
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困
境，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
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

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
食生产连年丰收。1亿农业
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
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城镇
棚户区住房改造超过2100万

套。区域重大战略扎实推进。
污染防治力度加大，资源

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金融风险处
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
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营商
环境持续改善。对外开放持
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
丰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6000 万
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
会保障体系。教育、卫生、文
化等领域发展取得新成就，教
育公平和质量较大提升，医疗
卫生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
幅提升。国家安全全面加强，
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经过五
年持续奋斗，“十三五”规划主
要目标任务胜利完成，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
一大步。

过去五年干得咋样？总理这样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邵可强 段伟朵 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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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绿化提升改造
工程施工计划，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
司郑州分公司将在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
(K528-K650)进行绿化施工。为保障高速公
路的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自2021年3月
9日至6月30日，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每日9
时至17时将采取交替封闭双幅最左侧车道施
工，17时至次日9时及国家法定节假日车流
高峰时段恢复正常通行的限制交通措施。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2021年3月9日至17日，连霍高速公
路中牟段K528(开封与郑州交界处)-K538、
K543+650(中牟收费站)-K555及郑州市区至
荥阳段K591+150(沟赵收费站)-K600,交替
封闭双幅最左侧车道施工。

二、2021 年3月18日至31日，连霍高速公
路郑州中牟段K538-K543+650（中牟收费站)、
中牟至郑州市区段K555-K575+200(柳林收
费站)及荥阳至巩义段K600-K636+400（巩
义东收费站)，交替封闭双幅最左侧车道施工。

三、2021年4月1日至15日，连霍高速公
路中牟段K528(开封与郑州交界处)- K543+
650(中牟收费站)、郑州市区段K575+200(柳
林收费站)-K591+150(沟赵收费站)及巩义段

K636+400（巩义东收费站)-K650(巩义与偃
师交界处)，交替封闭双幅最左侧车道施工。

四、2021年4月16日至30日，连霍高速
公路郑州市区段K567+300(郑州东三环北收
费站)一 K572+100、K575+200(柳林收费
站)-K589+150，交替封闭双幅最左侧车道
施工。

五、2021年5月6日至18日，连霍高速公
路郑州市区段K572-K577、郑州市区至荥阳
段K589+150-K603+100，交替封闭双幅最
左侧车道施工。

六、2021年5月19日至31日，连霍高速
公路郑州市区段K577-K581、荥阳至上街段
K603-K617，交替封闭双幅最左侧车道施工。
七.2021年6月1日至30日，连霍高速公路郑
州市区段K581-K591+150 (沟赵收费站)、上
街至巩义段K617-K636+400 (巩义东收费
站)，交替封闭双幅最左侧车道施工。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请减速慢行，并严格
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行驶。出行前请合理
选择行驶路线，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高速
公安微博微信平台、高速公路沿线电子显示
屏和提示标志等途径及时获取道路通行信息。

特此通告。
2021年3月4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施工期间采取限制交通措施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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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公告

●注销公告:鹤壁市天茂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603MA484Y1B2C)股东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工会委员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81410100MC278126
2B)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请
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到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现予以公示。

信息窗口

●代做标书文件037167112779

声明

● 遗失声明

河南祥众置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2016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式五联)空白票,发票代码为

041001900105,发票起始号码

为35390223至35390251共计

29份; 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一

式六联)空白票发票代码41001
71160,发票起始号码为00116
019至00116028共计10份。

为此本公司郑重声明上述增

值税发票作废! 特此声明。

河南祥众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3月4日
●朱红蕾遗失开封大学护理专

业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106
91201406000968,声明作废。

●沁阳市德泰源运输有限公司

豫H0L39挂行车证遗失作废。

●王家骏，男，出生时间为20
10年7月13日19时2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 J4121695
50）丢失，声明作废。

●孙媽，女，出生时间为20
16年3月5日8时5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P411308992)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统一

代码:51410000514557826J)
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第一〇三高级中学使

用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

用缴款通知书，票据批次：

OA【2016】票号：0041602，
0041603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刘彩云，位于1169看守所东

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遗失，

产权证号:睢国用(05)字第0
0322号，特此声明。

●河南飞蕊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16260015433）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泉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法人章（竹怀坤）

一枚，声明作废。

●李振国,身份证号:4101811959
03190515,我本人不慎将河南

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房款发票(号码00219096,
金额:1054246元,开具日期:2017
年11月18号),维修基金收据(编
号 :00804928,金额 :7050元 ,开具

日期:2017年2月27号)遗失,房号

为7号楼1单元3007,特此声明作废
●刘德志遗失河南省安阳市汤

阴县建业春天里15-2-1502号
首付款收据，收据号1114884
金额189883元，声明作废。

●王喜玲坐落于巩义市杜甫路

宇华苑小区房产的他项权证

（巩房他证字第00404号）丢
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四季冻品门市部（92
411729MA46G8XT64）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周堰炀（2005年11月13日
出生丢失编号为F411091348）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长葛市蜂蔻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30102MA18Y
FLL81声明作废。

●梅荷娟遗失郑州市第十六人

民医院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

院收费票据,票据代码:豫财

410214发票号码0593019，
金额4994.50元声明作废。

●黄金时代健身俱乐部万邦店，

地址中牟县万邦家园三号楼，

法人吴凯现更换为中牟县耀

阳休闲健身俱乐部，现地址

中牟县郑庵镇万邦市场酒店

用品3区4楼3403，现法人孙

乐乐，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博尔达工艺品

商行(注册号410105600069525)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U410027011,姓名王家祺,
出生日期2020年1月12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J411881077,姓名:冯筱萌,
出生日期2010年01月02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使
用空白住院发票NO.0292944
缺失，票据代码：豫财410214
票据批次OA【2020】声明作废。

3月5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根据会议议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去年工作干得咋样？一组数字读懂。

22..66万亿万亿

11..55万亿万亿

22..33%%

11861186万万

600600万万

99

551551万万

10001000多万多万
22..55%%

实施阶段性
大规模减税降费，与制度性安
排相结合，全年为市场主体减
负超过2.6万亿元，其中减免
社保费1.7万亿元。

创新宏观政策实
施方式，对新增2万亿元中央
财政资金建立直达机制，省级
财政加大资金下沉力度，共同
为市县基层落实惠企利民政
策及时补充财力。

支持银行定向
增加贷款并降低利率水平，对
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增长50%以上，金融系
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

经济恢复好于预
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

新增市场主体
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
业岗位。城镇新增就业1186
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降到5.2%。作为最大发展
中国家，在巨大冲击下能够保
持就业大局稳定，尤为难能可
贵。

加强生活必需品保
供稳价，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5%。线上办公、网络购物、
无接触配送等广泛开展。大
幅度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对因疫情遇困群

众及时给予救助，新纳入低
保、特困供养近600万人，实
施临时救助超过800万人次。

年初剩余的551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法律议案9件，制定修订行
政法规37部。

广 泛 开
展线上教学，秋季学期实现全
面复学，1000多万高中毕业生
顺利完成高考。全面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实现高职
院校扩招100万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