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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第七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淮南市推荐人选公示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省经信厅、 省人社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工商联联合下发的 《关于开展安徽
省第七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皖统 〔2022〕 21 号）
精神， 我市按照评选范围、 推荐名额、 推荐条件和推
荐程序的要求， 经逐级推荐、 民营经济人士综合评价
及市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唐素文等 4 名同志为安
徽省第七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淮南市推荐人选， 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7
天 （5 月 18 日至 5 月 24 日）。 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 ，
请在公示期内向市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委统
战部非公经济工作科） 署名反映。 公示对象如下 （排
名不分先后）：

唐素文， 男， 汉族， 1971 年 7 月生， 安徽淮南人，
中专文化， 中共党员， 现任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市工商联副主席、 大通区工
商联主席。 唐素文理想信念坚定， 遵纪守法、 依法纳
税、 诚信经营，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所在企业资信良
好,党、 团、 工会组织健全,劳动关系和谐。

朱宝童 ， 男 ， 汉族 ， 1989 年 12 月生 ， 安徽淮南
人， 大学文化， 中共党员， 现任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省工商联执委、 市政协委员、 市总商会副

会长 。 朱宝童理想信念坚定 ， 遵纪守法 、 依法纳税 、
诚信经营，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所在企业资信良好,党、
团、 工会组织健全,劳动关系和谐。

张恒军， 男， 汉族， 1962 年 6 月生， 安徽淮南人，
大学文化， 现任安徽寿县银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 市工商联执委、 寿县工商联副主席。 张恒军理想
信念坚定， 遵纪守法、 依法纳税、 诚信经营， 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 所在企业资信良好,党、 工会组织健全,劳
动关系和谐。

许瑞伍， 男， 汉族， 1974 年 4 月生， 安徽淮南人，
大专文化， 民建会员， 现任田家庵区淮尚鲜生超市法
人、 市工商联执委。 许瑞伍理想信念坚定， 遵纪守法、
依法纳税、 诚信经营，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劳动关系
和谐。

联系地址： 淮南市政务中心 C 座 409 室 （市委统
战部非公经济工作科） 邮编： 232000

联系电话： 0554-6678723
邮箱： 1765604688@qq.com

安徽省第七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淮南市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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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素文 （出资人） 朱宝童 （出资人） 张恒军 （出资人） 许瑞伍 （个体户）

双顺差！ 4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延续净流入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国家外汇

管理局 1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4 月份银行
结售汇顺差 190 亿美元， 与一季度月均水
平相当； 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 162 亿
美元， 环比增长 57%。

“当前国内外复杂环境下， 我国跨境
资金流动延续净流入局面。” 国家外汇管
理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说， 当前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总体稳定， 在国内
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主要是从前期的较
高流入趋向均衡流动。

王春英介绍， 经常账户、 直接投资等
基础性顺差继续发挥稳定跨境资金流动的
基本盘作用。 “近期跨境证券投资流动的

双向调整不影响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
也不影响境外投资者稳步增持人民币资产
的大方向。”

关于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 王春英认
为， 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是阶段性的短期
变化， 没有改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 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的总体特
征。

“近年来， 境外央行、 追踪国际指数
的相关资金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明显
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将特别提款
权 （ SDR） 中人民币权重由 2016 年的
10.92%提高到 12.28%， 充分反映了国际社
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认可和信

心。” 王春英说。
王春英表示， 当前情况下， 服务实体

经济是外汇局的工作重点之一。 一方面是
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外汇支持政策， 积极
回应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便利化政
策诉求； 另一方面， 督促金融机构及时响
应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汇率避险需
求， 降低企业避险保值成本。

王春英也提醒相关企业， 要树牢汇率
风险中性理念， 不要赌汇率短期升贬值方
向和幅度，更不要试图投机套利。 外汇管理
部门也将继续大力支持企业加强汇率风险
管理，同时鼓励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
多措并举提升中小企业汇率避险能力。

我国将推动无障碍格式版作品跨境交换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7日电 马

拉喀什条约 5 月 5 日对我国正式生
效。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赵秀
玲日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5 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我国正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 推
动无障碍格式版作品跨境交换。

马拉喀什条约， 全称 《关于为
盲人、 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

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
拉喀什条约》。 该条约要求各缔约方规
定版权限制与例外，以保障阅读障碍者
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条约
为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进口提供便
利，解决了无障碍格式版匮乏问题。

赵秀玲介绍，马拉喀什条约对我
国生效后，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发行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权利在特

定情况下将受到一定限制，在这个意
义上，著作权人部分承担了改善阅读
障碍者获取作品能力的义务。 届时，
依法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格式
版作品，包括利用相关国家作品提供
无障碍格式版，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我国阅读障碍
者可以获取的作品资源将进一步丰
富， 获取作品成本也将进一步降低。

1至 4月全国铁路开通新线 581公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记者 17 日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
以来， 铁路建设科学有序推进， 积极服务
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1 至 4 月， 全国铁路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74.6 亿元， 同比
增长 0.6%， 已开通新线 581 公里， 其中高
铁 358 公里。

今年以来， 国铁集团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 ， 突出补短板 、 强弱项 、 重配

套， 按照 “保开通、 保在建、 保开工” 顺
序， 合理调度、 配置建设资源， 统筹疫情
防控和施工组织， 科学有序、 安全优质推
进铁路建设 ， 为服务 “六稳 ” “六保 ”、
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作出铁路贡献。

在稳投资方面， 铁路部门充分发挥铁
路建设投资数量多、 用工规模大、 关联链
条长、 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等优势， 聚
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高质量推进川

藏铁路建设， 紧盯国家 “十四五” 规划纲
要确定的 102 项工程中涉铁项目落地， 实
施沿江高铁、 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欧班列
运输能力提升相关项目等重大工程； 亚洲
最大的铁路枢纽客站， 我国第一座采用高
速 、 普速客运车场重叠布置的特大型客
站———北京丰台站即将开门迎客。 一项项
重点工程按下 “快进键”， 为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 稳定经济大盘创造了良好条件。

外交部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人民币权重：
将继续推动金融市场改革开放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针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
前在特别提款权定值审查中上调
人民币权重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17 日表示， 这是国际社会
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 中国将继
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市场改革
开放。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 有记者
问： IMF 日前完成了五年一次的
特别提款权定值审查， 将人民币
权重由 10.92%上调至 12.28%。 此
系 2016 年人民币 “入篮” 后首次
定值审查。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 人民币顺利通过

特别提款权审查而且权重进一步
上升， 是国际社会对我国改革开
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就的充
分肯定，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民
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增强人
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他表示， 下一阶段 ， 中国将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市场改
革开放， 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者
进入中国市场投资的程序， 丰富
可投资的资产种类， 完善数据披
露，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延长银
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时间， 不断
提升投资中国市场的便利性， 为
境外投资者和国际投资机构投资
中国市场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上海全市 16个区
实现社会面清零

据新华社上海 5 月 17 日电 记者从 5 月 17 日举行
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上海全
市 16 个区都已实现社会面清零。

5 月 16 日，上海新增 77 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
74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7 例本土确诊病例中，31 例在
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46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
例。 74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据统计， 5 月 15 日和 16 日， 上海单日新增阳性感
染者数连续两日降至 1000 例以内。 封控区总人数降至
100 万人以内。

近阶段， 上海持续开展了基于三区划分的 “抗原+
核酸” 组合筛查。 根据筛查结果， 5 月 16 日上海共划分
封控区 4057 个 ， 涉及人口数约 86 万 ； 管控区 16484
个， 涉及人口数约 300 万； 防范区 51803 个， 涉及人口
数约 1944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