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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及释义

第十五条 医师在二个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定期执业的，应当以
一个医疗卫生机构为主，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国家
鼓励医师定期定点到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主执业机构应
当支持井提供便利。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对
有关医师的监督管理，规范其执业行为，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释义】 本条是关于医师多机构执业的规定。本条为新增条款，
医师多点执业入法是新法的亮点之一医师多点执业是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稳步推动医
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
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要求，原卫生部于2009年 9月
印发 《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并
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2014年 11月，原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又制定
了 《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热业的若干意见》 明确规定，医师多
点执业实行注册管理。2017年 2月，原国家卫计委公布 《医师执业
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了医师区域注册制度，医师多点执业实行备案
管理、医师变更注册信息实行网上办理。为推动医疗资源流动，缓
解基层医疗的人才和技术困境，促进优质人才资源融合，新法吸取
了之前出台的一系列多点执业的政策规定，将医师多点执业入法，
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医师只需要确定一个主执业机构，其他执业机
构的数量没有限制，并规定了医生在多机构执业所享有的执业权
利，鼓励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未完待续）（白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供稿）

吉林省通榆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通自然资告字〔2022〕006号

经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政府批准，吉林省通榆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此次挂牌出让活动由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TYCB2022-018

TYCB2022-017

宗地位置

通榆县瞻榆镇、团结乡、新发乡

通榆县瞻榆镇卫国村、民胜村、丰盛村、繁荣村

宗地面积（㎡）

58969

7265

规划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62

≧0.6

建筑密度

≧61.76％

≧60.7％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竞买保证金（万元）

1043.7513

128.5905

起始价（万元）

1043.7513

128.5905

加价幅度(万元）

50

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该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9月3日至2022年10月10日，到吉
林省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lbc.gov.cn/）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10月10日16时。以公司法人参加申请的，交纳竞买
保证金时必须由本公司转账交款，不接受现金交款和个人代为
转账交款。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将在2022年10月10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温馨提示：为避免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
获得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截止时间的1～2天之前交纳
竞买保证金。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在白城市公园东路
14号（政务大厅6楼），具体挂牌时间为2022年9月29日至

2022年10月12日。接受竞买申请的具体时间为(工作日)：8
点30分至11时，14时至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采取在互
联网上交易的方式，凡是参与的竞价人首先登录白城市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ggzy.jlbc.gov.cn），按照规定进
行信息库入库注册登记，网上注册登记后，请携带相关材
料到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园东路14号政务大厅六
楼） 办理CA认证 （CA认证联系电话18166820098，可邮
寄）。未进行网上注册并办理CA认证的将无法参与竞价。
竞买人取得 CA 认证后，在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ggzy.jlbc.gov.cn） 点击“交易主体”登录，进行
相关操作。

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撤回。
挂牌时间截止时，若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通过转入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在转入现场竞价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
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现场竞价。

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邮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及

口头竞买申请。
七、以上事项如有变更，一律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436-3295609
联系地址：白城市中兴东大路101号
联 系 人：杨 晗
通榆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436-4306034
联系地址：通榆县利民路965号
联 系 人：王德强
开户单位：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
开 户 行：白城农商行政务中心分理处
账 号： 0770102171015300000078

吉林省通榆县自然资源局
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9月6日

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
乐善好施、扶贫帮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我们始终倡导的社会风尚，体现了人类社会高尚
的品质、美好的情感和无私的境界，也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在扶贫济困、维护稳定、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互联网募捐是一种新的慈善捐赠方式。“腾讯公
益”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的首批互联网募捐平台之
一，“99公益日”是由腾讯公益联合上万家公益慈
善组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爱心媒体共同发起
的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活动旨在发动数亿热
爱公益的网民，通过互联网手段，以轻量便捷的方
式进行小额现金捐赠，汇集慈善资源，发展慈善事
业，打造一个全民参与的超级公益日，倡导人人公
益、透明公益和理性公益的公益慈善文化。

今年活动从9月7日上午10点开始至9日24点
结束，募捐金额1元起捐，额度不限。白城市慈善
总会在腾讯公益网络平台上线了“慈善爱心助学”
项目、“慈善医疗救助”项目。网民通过直接扫描
捐赠项目二维码或点击捐赠项目链接，便可进行捐
赠。公益日期间腾讯公益将拿出 3.51 亿元进行配
捐。

慈善事业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在此，我们怀着
真挚、感恩的心，郑重倡议：

请您伸出慈善双手，敞开仁爱胸怀，踊跃参与
“99公益日”慈善爱心网络捐赠活动。希望机关企
事业单位人员、公益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公益慈
善事业奉献微薄之力。这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体现，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关心关爱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助力我市精
神文明建设，助力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为困境中
亟需人道救助和关爱的群众送上温暖和希望。

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元也是大爱；一滴水也许
微不足道，但足以滋润干渴的心田。我们真诚呼吁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到“99公益”活动中，
通过您的爱心奉献，一定能改善一个贫困患病家
庭、一名困境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让他们与我
们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
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
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不断
健全，网络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全社会网络
安全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
建设加快推进，为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健全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

2022年 6月 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五周年。
这部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对保护个人信
息、治理网络诈骗、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实
名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成为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化
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网络安全领域顶层设计，
在深入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基础上，制定完善网络安
全相关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网络安全

“四梁八柱”基本确立。
加强战略部署。发布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

略》，颁布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试行）》 等政策文
件，让网络安全工作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

强化网络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实施《国家网络安
全事件应急预案》，有效提升网络安全应急响应和事
件处置能力；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和云计算服务安
全评估制度，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云计算服
务安全评估办法》，有效防范化解供应链网络安全风
险；出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提升国家数据
出境安全管理水平。

健全网络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印发《关于加强国
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对网络安全国

家标准进行统一技术归口，制定发布340余项网络安
全国家标准，推动发布多项我国主导和参与的国际标
准，我国网络安全标准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加快人才培养提升防护能力

2022年7月1日，在中央网信办指导下，网络安
全学院学生创新资助计划正式启动。天融信科技集
团、奇安信集团、蔚来、蚂蚁集团、中国互联网发展
基金会网络安全专项基金作为资助方，将连续五年资
助1200名学生开展创新研究。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出台系列政策举

措，推动加快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程，推
进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

创新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关于加强网络安
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印发，设立网络空间
安全一级学科，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
目。目前，国内已有 60 多所高校设立网络安全学
院，200余所高校设立网络安全本科专业，每年网络
安全毕业生超过2万人。

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指导武汉市建设国家网
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打造国家网络安全人才高
地、创新高地、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网络安全教育
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探索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
业融合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

各地工作同样成果丰硕。在北京，国家网络安全
产业园区重点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集聚发展、网络安全
核心技术突破；安徽合肥聚力发展网络安全产业，行
业龙头企业迅速发展，领军企业高频出现，创新型中
小企业快速成长；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网络安全产
业园区落地成渝，打造引领西部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发
展的高地……

一项项强有力的政策举措，助力网络安全人才培

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当前，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深度交融，数字化程
度不断加深，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的同
时，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共筑网络安全防线，近年
来，有关部门不断提升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水平和监管
力度。

2019 年以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开展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对存在严
重违法违规问题的App采取公开通报、责令整改、下
架等处罚措施，有力震慑了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非法利用摄像头偷窥个人隐私画面、交易隐
私视频、传授偷窥偷拍技术等侵害公民个人隐私的行
为，2021年5月起，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摄
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工作，督促各类平台共处置
相关违规有害信息3万余条，处置涉违法交易等活动
的账号5600余个，下架违规产品3000余件。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
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

自2014年以来，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连续9年在全
国范围内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通俗易
懂、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
网络安全知识、推广网络安全技能，有力推动全社会
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已
经形成，凝聚起全社会建设网络强国的强大实践力
量，进一步筑牢全民网络安全的“防火墙”，亿万人
民群众在网络空间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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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全民网络安全“ 防火墙 ”
——我国网络安全工作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慈善爱心助学慈善医疗救助

联 系 电 话 ：13904368624；15944699920；
15843620706；3536288

白城市慈善总会
2022年9月

车祸发生时，驾乘者应沉着冷静，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惊慌失
措。

驾驶人要迅速辨明情况，按照“先救人、后顾车；先断电路，后断油
路”的原则，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

发生翻车事故时，驾驶人应紧紧抓住方向盘，两脚勾住离合器踏板或
油门踏板，尽量使身体固定，防止在驾驶室内翻滚、碰撞而导致伤害。如
果驾驶室是敞开式的，翻车时驾驶人应尽量缩小身体往下躲，或者设法跳
车。乘客应迅速趴到座椅上，紧紧抓住前排座椅或扶杆、把手等固定物，
低下头，利用前排座椅靠背或手臂保护头部；若遇翻车或坠车时，应迅速
蹲下身子，紧紧抓住前排座位的椅脚，身体尽量固定在两排座椅之间，随
车翻转；车辆在行驶中发生事故时，乘客不要盲目跳车，应在车辆停下后
再陆续撤离。

万一人被抛出驾驶室或车厢，应迅速抱住头，并缩成球状就势翻滚，
其目的是减小落地时的反作用力，减轻头部、胸部的损伤，同时尽量远离
危险区域。

当翻车已不可避免，需要跳车时，应用力蹬双脚，增大向外抛出的力
量和距离，不能顺着翻车的方向跳车，以防跳出后又被车辆重新压上。

在撞车事故中，巨大的撞击力常常对人造成重大伤害。为此，搭乘人
员应紧握扶手或靠背，同时双脚稍微弯曲用力向前蹬，使撞击力尽量消耗
在自己的手腕和腿弯之间，减缓身体向前冲的速度和力量。

（据中国应急管理部官网）

交通事故自救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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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强化基层党组织地位作用。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

组）发挥领导作用，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在公立中小学、医院、科研院所逐步实行党组
织领导下的校（院、所）长负责制；

……
“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

一盘棋大局分明。”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推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提供坚强保证。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
2022年7月25日，北京中南海。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

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相关意见建议有很强的针对
性和建设性，表示“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等重大政策文件出台前，召
开多场专题座谈会，听取方方面面声音；就党的二十大
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完善，党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
强，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
力明显提高，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
要求。

“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
铁’，步调一致向前进”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接近目标，越是
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汇聚
各方智慧和力量。

这是更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2022年盛夏，山西太原市迎泽区委党校迎泽街道分

校教室里，数十名街道、社区干部围绕最新出版的《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展开学习。

作为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
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的案头卷、必读书。

各类深入浅出的理论读物纷纷涌现，各类鲜活生动
的宣讲活动如火如荼，以百姓视角、百姓话语、百姓情怀
推动理论与社会“零距离”“面对面”，党的创新理论走到
群众身边，走进百姓心间……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践，将学习成效
转化为新征程上的工作实效。

这是更为团结的政治力量——
“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学习和贯彻落

实间的‘温差’仍然存在”……建党百年之际，一场场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动真碰硬、辣味十足，让不少党
员干部红了脸、出了汗。

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内生活的
“大熔炉”中百炼成钢；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
视，旗帜鲜明整治“七个有之”，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
违的两面人，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党忠诚、听党指
挥、为党尽责。

这是更为一致的行动担当——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实现
这一目标，从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到各地各部门的积极
贯彻落实，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在全国上下蹄疾步
稳推进。

如此强大的国家能力离不开我们党强大的领导力、
组织力、执行力。

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母亲河长江焕
发新的生机；按照“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要求，“未
来之城”壮美画卷徐徐展开；落实“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部署，海南自贸港奋楫扬帆。

各地各部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实际行动把
党的大政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毫不
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亿万人民团结一心、踔厉
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谱写更
加光辉的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