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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陈军遗失三亚中恒建材家居广
场5号楼5#306房的铺面保证金
收 据 一 张, 收 据 编 号:
LT0000005934, 金 额:87393.60
元,声明作废。
▲付有林不慎遗失海南省保亭县
庄园丽都A1栋118号房海南闽庄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
收据1张，编号为NOA0000271，
声明作废。

椰海红木楼办公咖啡厅招租
椰海大道东61号18689818424

租 售
明光国际大厦商业广场整体出售
或出租，面积8500平方，净售9000
万，月租金80每平米。配有足够停
车位。洪先生:17789854803

别墅、铺面、土地租售
半山花园空中别墅出售、铺面出
租；港澳开发区一级工业土地46
亩 租 售 。 18808925611、
18808945811、18808944211

三亚市15亩土地合作或转让
两块土地18976318888张先生

求购海口市区5亩商业用地
要求在繁华地段，产权明晰证照齐
全。15289965262 王女士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商务代理
栏目广告电话：188899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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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01150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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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账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账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在《海南
日报》刊登拍卖公告（20170428期）
原定于2017年4月28日上午10时
举行拍卖会，现更正为2017年5月
8日下午3时举行，原内容21-59
号，现更正为31-59号。其他内容
不变。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

海口监狱罪犯生活物资公开

采购公告
海口监狱罪犯生活物资（菜、鱼、
肉、蛋、豆制品、副食品等）需要公
开采购，有意参加采购的供应商请
从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泓博会计 大同路华能大厦10楼
18976366635 66518400

场地招租
现有海口市白龙南路琼苑宾馆内
场地对外招租 1、办公楼（无电
梯）：二楼面积约376m2、三楼面积
约392m2；2、KTV或办公：全新豪
华装修（二层楼），接手可营业，面
积约1100m2，含220m2外场及17
个包厢；以上场地租金价格优惠，
30-35元/m2。该场地路段繁华，
环境优雅，配套大型停车场。有意
者请来电咨询，电话 65385259
苏小姐

证件（如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食
品流通证等）到海口监狱卫生科报
名登记。咨询电话：68630505。

海南省海口监狱
2017年3月30日

▲陵水椰林陵城亚珠三鸟摊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注册
号：469034600014304，现声明作
废。
▲海南湘水渔庄餐饮有限公司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
460100090544406，现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东吉公共上网亭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27000010431，声明作废。
▲吴梦玉遗失会计初级职称证书，
证号：0931015400589，特此声明。
▲吴梦玉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证号：46000000008820，特此声
明。
▲文昌川盛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工商银行文昌市清澜支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4080401， 帐 号 ：
2201029109200709351，声明作
废。

▲海南亿科思奇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开具给腾讯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的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
票 联 和 抵 扣 联 ，发 票 代 码:
4600162130， 发 票 号 码:
00013800、 00741431、
00741430，特此声明。

▲文昌锦山钟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91469005MA5RC9U79U，声 明
作废。
▲韦亚彬遗失道路与桥梁工程助
理工程师职称证书，证号：认
2010043，特此声明。

广告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中央军
委近日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主
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要求全
军和武警部队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习主席系列重要讲
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
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发
展，是我们党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强大思想武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
务，全军要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

新步伐，进一步把认识向高处提领、学
习向信仰扎根、工作向纵深推进，切实
在掌握体系、改造学风、维护核心、引
领发展上下功夫，不断把学习贯彻习
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持
续兴起学习贯彻热潮。

《意见》要求，要从更高站位强化
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
政治自觉，紧跟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升华认识，把握维护核心、看齐追随的
根本要求升华认识，着眼焕发官兵中
蕴藏的巨大政治热情升华认识，紧贴
强军兴军、铸魂育人的使命责任升华

认识，切实带着信仰学、学出信仰来，
带着忠诚学、学出忠诚来，带着感情
学、学出感情来，带着使命学、学出使
命来。

《意见》强调，要着力增强学习领会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整体性系
统性，进一步规范基本内容、加强分类
指导、改进集中培训，加强对习主席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科学思想体系的全面
理解、整体把握，系统学习认清理论全
貌，深刻领悟吃透内在逻辑，研机析理
掌握科学方法，实现融会贯通。要着眼
推动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

心加强宣传普及，用好主题教育活动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重要抓手，改进
创新方式方法，发挥典型示范引导作
用，建强理论宣传普及队伍，推进习主
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通俗化大众化，切
实用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掌握官兵，
推动强军目标落地生根。要以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牵引学习贯彻习主
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深入研
究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
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扎实开展部队
建设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实施军队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供
理论支撑和服务。

《意见》要求，要扭住改造学风促
进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内化转化，大力弘扬习主席力倡力行
的学风文风，按照武装头脑、加强修
养、指导工作的要求，坚持学思践悟、
知行合一，以改造思想、塑造灵魂为根
本，以“真学实做、知行合一”学风整顿
为抓手，以领导干部知行合一好样子
为表率，以忠诚干净担当的行动为检
验标准，切实在学习贯彻中端正学风，
以端正学风促进学习贯彻。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国产大型客机C919
高滑抬前轮试验成功

据新华社上海4月23日电（记者贾远琨）
4月23日8时30分，国产大型客机C919在上
海浦东机场进行高速滑行抬前轮试验，取得成
功。这是C919进行的第四次高滑试验。

据了解，地面滑行是在飞机的系统集成试
验、试验室试验和所有机上地面试验（OATP试
验）全部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飞机首飞前的
最后一关。只有当地面滑行所验证的结果完全
符合预期，滑行过程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得到妥
善解决后，飞机才能够进行首飞。

对于民用飞机而言，低速滑行是指将飞机
的速度控制在每小时55公里以内的滑行；中速
滑行是指速度为每小时55－170公里的滑行；
高速滑行则是指每小时超过170公里的滑行。
目前，C919已经进入了高速滑行阶段。

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 23日电
（记者王楠楠 陈曦）你是否想过，有
一天航天员在太空也能像我们一样登
上互联网，高速浏览信息？随着天舟
一号货运飞船的升空，这已经不是梦。

“与之前的航天器相比，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首次应用以太网技术，
为未来空间站组网通信提供技术验

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天舟一
号测控通信分系统技术负责人冯书
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太网是当
今现有局域网采用的最通用的通信
协议标准，可以不受空间限制来进
行信息交换。有价值的信息在以太
网中被资源整合，具有信息量大、高
效、快速的传输特点。

现有航天器的通信网络系统在
传输速度、服务质量和扩展性等方面
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随着航天技
术的发展，未来空间站内需要传输处
理的业务高速增长，对内部总线通信
系统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设
计新的适合空间站应用环境的网络
技术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此次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首次
应用以太网技术，目的就是为未来
空间站组网通信提供技术验证。”冯
书谊说，天舟一号搭载了一款特殊
的“神器”——高速通信处理器。这
个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八院研
制的处理器是货运飞船以太网通信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座大型

机场，可以指引各种大小型飞机起
飞降落，接收来自各地的乘客，也可
以将乘客送往各地，是一个“核心交
通枢纽”。

“高速通信处理器不仅在货运飞
船的天地测控通信中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也为空间站千兆通信网的建立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冯书谊说。

天舟一号首次采用以太网技术

未来航天员在太空上网不是梦

从东方红一号到天舟一号
——透视中国航天背后的力量

4月 23日，中国首艘
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与首个
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成功交会对接。
空间实验室任务的顺利实
施，标志着中国正稳步迈
向“空间站时代”。

4 月 24 日是第二个
“中国航天日”。对于第二
个中国航天日来说，这是
中国航天人庆祝节日的最
好礼物。

47载砥砺奋进，47载
书写华章。从1970年4月
24日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天空，
到今天叩开空间站时代的
大门，中国航天人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一步一个脚
印，创造出累累硕果。

从东方红一号到天舟
一号，一颗颗卫星、一枚枚
火箭、一艘艘飞船，见证着
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迈向世界航天
强国的历程，展示着中国
航天源源不断、催人奋进
的力量——来自航天精神
的力量。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
梦想是前进的方向，更是推动前进的
动力。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
天……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用口耳相
传的传说，诉说着对深邃而神秘太空
的向往。

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将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
号送入太空。一曲悠扬的《东方红》
乐曲在浩瀚太空奏响，宣告了中国进
入航天时代。

成绩永远属于昨天，未来才是追
逐的目标。为了早日实现飞天梦，在
举国欢庆的时刻，中国航天人把目光
投向更远方。

1992年9月21日，中央正式决
定上马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三
步走”发展战略。这个孕育了飞天传
说的浪漫国度，开始用行动一次次托
举起民族的尊严和自豪。

1999年，神舟一号成功发射，实
现了天地往返的重大突破。短短七
八年时间，中国航天人走完了发达国

家三四十年走过的路。
在此后3年里，又连续发射神

舟二号到四号无人飞船。2003年
10月15日，浩瀚太空迎来首位中国
客人。

相比于发达国家进行载人飞行
前要发射10次，甚至10多次试验飞
船，中国只进行了4次无人飞行试验
就实现了载人飞行，这在世界航天史
上是个奇迹。

回眸中国航天风雨飞天路，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
永志感慨万千：“正是中国航天人
自强不息和自主创新的勇敢气魄，
使载人航天工程从一开始就占据
了高起点。”

神舟一号飞船设计时，直接瞄准
国际上第三代飞船，研制三舱飞船，

一举迈过美苏“无人飞船——单人飞
船——多人飞船”的发展历程。中国
航天人仅用7年时间就攻克了载人
航天的三大技术难题，即研制成功了
可靠性很高的大推力火箭，掌握了载
人飞船的安全返回技术，建成了载人
太空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

发射一次，前进一次。从1992

年立项开始，短短25年时间，中国
航天人开拓创新，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突破：顺利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的
第一步任务和第二步空间实验室任
务，拥有了功能完整、可靠性高的载
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掌握了太空行
走、交会对接、航天员中长期驻留等
关键技术……

2016年 6月，长征七号新型运
载火箭实现首飞。同年，新一代运
载火箭长征五号成功首飞，大幅提
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运载能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6年
中国的航天》指出，从 2011 年至
2016 年 11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发射成功率达到 97.67％，运载火
箭的可靠性和高密度发射能力持
续增强。

“一切为祖国，一切为了成功。”
在中国航天的发展道路上，千千万万
航天人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联系
在一起，把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联系
在一起。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
力，如火山般迸发出来。

载人航天工程直接参加单位百
余个，涉及单位多达数千家，参试的
工程人员超过10万人。西安的火箭
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上海
的推进器……一声令下，前一天还在
各地工厂的设备第二天已送至北京

的总装车间。齿轮咬合般的全国大
协作汇聚成强大的力量，助推中国航
天跨越一个又一个科技的高峰。

“零缺陷、零疑点、零故障”，“严
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精益求
精”……严苛的标准，反映的是航天

人的工作作风。在天舟一号发射任
务中，仅飞船中一个小小的元器件从
原材料加工到生产出成品，就需要经
历上百道工序、测试上千个数据。

从东方红一号到天舟一号，中国
航天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始终不变的，是中国航天人的初心。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航天奇迹 | 只进行4次无人飞行试验就实现了载人飞行

一枝独秀 | 仅用7年时间就攻克载人航天三大技术难题

一往无前 | 万众一心的力量托举中国航天飞得更高更远

据新华社巴黎 4月 23 日电 （记者应强
韩冰）法国总统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23日8时
（北京时间14时）在法国本土全面展开，11名
总统候选人参加角逐。

本次选举，法国本土有注册选民约4500万
人，设有6.6万多个投票站。由于时差原因，法
国部分海外省、海外领地和驻外使领馆提前开
始投票。本土大部分市镇投票站将于23日19
时关闭。巴黎等一些城市和地区投票站将于
20时关闭。

法国政府当天在全境部署5万多名警察、
宪兵以及约7000名军人，以保证总统选举投票
安全举行。目前，法国仍处于“全国紧急状态”
中，反恐形势十分严峻。20日晚，巴黎香榭丽
舍大街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两名
警察受伤。

4月23日，在法国北部的勒图凯，“前进”
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投票后向支持
者致意。 新华社/美联

法国总统选举开始投票

日本两艘驱逐舰将与
“卡尔·文森”号联合训练

据新华社东京4月23日电（记者王可佳）
日本海上自卫队23日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
日本两艘驱逐舰将于当天开始与美国“卡尔·文
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举行联合训练。

声明说，日本海上自卫队“足柄”号和“五月
雨”号两艘驱逐舰将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
群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训练。共同社援引政府
相关消息说，联合训练将持续几天，主要内容包
括阵型战术、通信演练等。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两艘
驱逐舰已于21日早相继从位于长崎县的驻日
美军佐世保基地出港，计划23日上午与“卡尔·
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平洋会合。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包括“卡尔·文
森”号航空母舰、海军第二航空队、两艘“阿利·
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一艘“泰孔德罗加”级导
弹巡洋舰。

中国航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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