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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反食品浪费法等
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 2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乡
村振兴促进法、反食品浪费法、新
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教育法的决
定、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8 部法律的决定、关于修改中国
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办法的决定，决定任
命黄明为应急管理部部长。国家

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77、78、
79、80、81、82、83 号主席令。栗
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8 人出席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
查监督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
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批准《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

定〉补充议定书》的决定、关于批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
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
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
决定、关于批准《成立平方公里阵
列天文台公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
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林铎为全
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完善冒名顶替入学法律责任
修改教育法的决定今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2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对教
育法进行修改。修改教育法的决
定将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施行。
完善冒名顶替入学的法律责

任，是此次教育法修改的重点之
一。法律明确，在招收学生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不符
合入学条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新修改的教育法，盗用、
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
入学资格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撤销入
学资格，并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

免去蒋洪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任命程东
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检察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
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
振武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
渡，
国务委员王毅，
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
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 委 会 举 行 第二十三讲专题讲
座，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务院反
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
作了题为《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讲座。

家教育考试二年以上五年以下；
已取得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
其他学业证书的，由颁发机构撤
销相关证书；已经成为公职人员
的，
依法给予开除处分；
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他人
串通，
允许他人冒用本人身份，顶
替本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由教
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
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
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违法所
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已经成为公

职人员的，
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修改的教育法还增加规
定，组织、指使盗用或者冒用他人
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入学资格
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属于公职人员的，
依法给予处
分；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入学资格被顶替权利受到侵
害的，
可以请求恢复其入学资格。

送保险一份
残疾人免费

宏远搬家

吸污车抽化粪池 老兵水暖·疏通
清洗下水道地沟 修上下水管道

13088755800 13109366662

20 年搬家老店，
质优价低！不满意可拒绝付款！

24 小时热线：

修水暖换阀门、
通下水 修马桶 疏通100元 通下水
修水管 改换管道、堵漏

8865333

13669303337 15101255736 13119316409
不通不要钱清洗地暖

城关：8894290 西站、西固、安宁：18209317810

百家乐搬家

玖旺搬家

不选贵的，只选对的

总部:8500931

城关：8692299 西站：2654848

洁、单位家庭保洁、油漆、涂

鸿兴运搬家 姚大姐家政服务

员工有保险，
安全您放心
专业擦玻璃，室内保洁，油烟机，地暖，门头，地毯清洗，
外墙高空清洗，二手房粉刷，屋面防水，钟点工服务。
城 关 8478293 8113062
七里河 2937360 雁滩 2937370
西 固 7581165 安宁 7768436

安安搬家

（专业·价值）楼宇清洗、外墙维修粉

15101281991 13619330585

指纹密码锁，汽车钥匙
电话：
7810110 15293149790

王琼妇联家政

二十年诚信经营 口碑铸就品牌
保姆、月嫂、厨嫂、陪护、育婴师、地暖清洗
8460554 微信号 13909401872

好心缘防水公司

郑重承诺：凡是我公司修的屋面、涂料粉刷，管道防腐保温
等工程，签合同有发票，修后保终身不漏、包质量若有漏水

永久防水 专业防水堵漏

专业承接新旧屋面防水，承接房顶漏水，卫生间地下
卫生间免砸砖，堵漏，免费 室堵漏，专治凝难漏水等。
上 门 勘 察 17880817887 13659480551

长风厂家 免费上门 妇 联 家 政 总 部

精修各种冰箱、
冰柜、
冷藏柜、
洗衣机
炉盘、
热水器、
空调、
油烟机。质保 5 年

8559848

提供专业月嫂、保姆、医院陪护、做饭工、
钟点工、单位、家庭整体保洁，擦玻璃等。

8424255 8107650 8424322

回收
二手

专修冰箱、
空调、
洗衣
机、热水器、炉盘、油
烟机(洗)，
保修三年
15002539957

13919373598
0931-4662740
0931-8150592

城关 东岗
24h：13099192880
13619367571 安宁 西站

铭善殡葬服务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15101283900
城关通下水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 衣 、寿 衣 、全 新 灵 棚

修换阀门、
龙头

兰州市殡仪馆

15294178393

超低保通

通
不
不
收
开 13209318685 钱

24 小时服务 明码标价

18153995111

96444

真空清理化粪池 24 小时便民服务电话
高压疏通疑难管道

楼宇外墙清洗、
粉刷翻新、
屋面防水、 现象负全责，一站式服务。维修热线:13309461888
室内外保洁、高空安装、维修改造。
18919009018

家电精修 旧房翻新
众 蚁 搬 家 老兵空调
维修、移机、加氟
搬家搬厂 单位搬迁 长途搬运

城 关 15101219985 七里河 15101228077
火车站 13669315681 安 宁 7827909
雁 滩 13993190054 西 固 7827908

C

总部：8376026 西站：2740300 城关、西站18298401633
城关：8376016 西固：7316955 安宁、西固13088790525
雁滩：8307255 安宁：7619611 康 普 搬 家 旧楼翻新

城关：8268068 西站：2101989
雁 滩 ：8273548 东 岗 ：8273548
安宁：2134738 西固：18919193015
重质量 讲信誉 服务优

专业开修换锁

主要承接居民搬家，长短途搬家，单位 刷工程、高空拆装、大型保洁工程、擦玻璃、
搬迁，设备专搬，家具拆装等业务。 装修后保洁、专业清洗地毯、地面、门头、

重质量 讲信誉 服务优
搬家搬场 单位搬迁 长途搬运
公司招聘司机及搬运工 4600111 13919043151

13893333682

通下水钻孔

兰 飞 清 洗 全城开·换·修锁

烟道、石材养护、翻新、晶面处理、打蜡抛光。
城关：8428115 七里河：2925122
安宁：2115486 雁滩：13919300120

搬家搬厂、单位搬迁、长途搬家、专搬钢琴

15002589645 料等。13893173130

保险柜锁

单位、居民、学校、办公、长途、钢琴专搬。

姊妹家政

总部：8698199

福进门搬家 年年旺搬家

通 下 水

疏通下水、
装上下水管道,抽化粪池；
专业换窗纱
电工，钻孔，地暖清洗，防水、查漏。
专业擦玻璃、
装修后整体保
清洗油烟机

超 级锁心

各区都有，在您身边

荣获省3.15重质量讲诚信的搬运企业

热线:8373833
专搬钢琴设备
主搬居民，
单位，
学校
公司招聘司机及搬运工

通下水 钻孔 西固安宁 4185988

4662740
8150592

电脑专业维修

本公司专业从事电脑维修，
销售。修不好不收取任何费
用。西固，城关，七里河。

13893278411

15352300007

让殡葬 更简单

低价通下水 善孝殡葬服务
全市低价，
诚信为本

不通不收钱 城关 西站 安宁

13008788289

钻孔、通下水
电话：18298331337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 衣 、寿 衣 、全 新 灵 棚

24 小时服务 随叫随到

明码标价 明码收费

13909461099

通下水钻孔 殡葬服务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13893629095

提示：省、市级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办理事项规定：

刷房子，
新房商铺装饰，
水电暖改造。
13369438686 《兰州晨报》为各类证件挂失、遗失声明、公告类信息指定刊登媒体！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 衣 、寿 衣 、全 新 灵 棚

明码标价 明码收费

24 小时服务 随叫随到

1811949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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