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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征集解放海南岛战役资料及实物公告
解放海南岛战役是海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了纪念在解放海

南岛战役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英雄人物、革命事迹，包括海南人民
支前、拥军、爱党、爱军等可贵精神。在解放海南岛战役胜利70周
年前夕，位于金牛岭公园内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纪念馆”将陈列展出
解放海南岛战役英勇事迹。现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为解放海南岛战役做出过突出贡

献、牺牲的烈士遗物、手稿等文字资料；2、上述烈士家属保存的烈士
枪弹、笔记本、战争物品、纪念品、纪念章、证件、生活用品等实物；3、
其他人士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文字和实物资料；4、其他能够反映
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海南人民生活、支援前线、拥军爱民等事迹
的文字和实物资料。

二、征集措施
1、自公告之日起，在海口市勋亭路39号李硕勋烈士纪念亭管

理处设立接待站，负责接收、鉴定物品，并提供服务。2、欢迎社会各
界电话联系。联系电话：0898-65349382（周一至周五正常上班时
间） 联系人：梁先生、龙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勋亭路39号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
2019年2月10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190221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3月1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净价公开拍
卖下列车辆：

展示时间：2月26日至27日。展示地点：海口巿美兰区海榆大道
186号金隅大成美灵湖别墅。特别说明：竞买小客车的竞买人须依照
《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标，或具备
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登录www.hnjdctk.gov.cn申请）。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9年2月28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
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
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请携
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
或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表。电话：15607579889。网址：www.
hntianyue.com。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序号
1
2

车牌号
琼E19338
琼E16338

厂牌型号
别克牌SGM6531UAAB
柯斯达牌SCT6705GRB53LEX

登记日期
2015.12.01
2015.12.01

参考价（万元）
23
32

竞买保证金（万元）
3
3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
因三亚龙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近期股权将涉及重大变化，需要对公司原有债权、债务进

行清理。现请与我公司存在未结清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

和个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天内持与我公司形成的真

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明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个人身份证进行登记确认。

联系人：程亮

联系电话：15298973100

三亚龙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0日

房产招租公告
一、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华海路经贸大厦三、四、五层，每层面

积245.70m2,总面积737.1m2，可整体或分层出租。以后遂年递
增3﹪，租期5年。

二、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原厂房和仓库及其它建筑物
面积共1931.93m2，整体出租，月租金底价为19752元起。以后
遂年递增3﹪，租期5年。

请有承租意向的单位或个人携带身份证、营业执照等有效
证件前往我公司报名，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3月1日止，报
名截止后组织开标。

本公告有效期限为2019年2月21日至3月1日止。
报名地点：海南省烟草公司海口公司办公楼628室（海口市

南海大道174号）
联系人及电话：郑先生 68607531

海南省烟草公司海口公司
2019年2月21日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9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二月的北京，冰雪消融，春回地
暖。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红
地毯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角，使节
们陆续抵达，拾级而上，进入北京厅，
依次向习近平递交国书。习近平同他

们亲切握手并一一合影留念。这9位
新任驻华大使是：萨尔瓦多驻华大使
杜兰、印度驻华大使唐勇胜、土库曼斯
坦驻华大使杜尔德耶夫、克罗地亚驻
华大使米海林、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
使巴克特古洛娃、埃塞俄比亚驻华大
使特肖梅、格林纳达驻华大使戴艾美、
肯尼亚驻华大使塞雷姆、毛里塔尼亚

驻华大使维拉利。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

请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
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积极
评价中国同各国的良好关系，强调中
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关系，愿深化
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

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大家为促进双
边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向中国人民致以
新春祝福。使节们表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

关系。他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愿
积极致力于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促
进互利合作。

同日，习近平还会见了上海合作
组织新任秘书长诺罗夫，希望他为推
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参加上述活
动。

习近平接受九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并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
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
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习主席对此
高度重视。

“习主席指出，推进强军事业，必
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
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曾
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的国防
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姜
鲁鸣告诉记者，进入新时代，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军民融合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进行总体设计，
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战略规划
引领不断强化，重点改革扎实推进，
法治建设步伐加快，为军民融合发
展搭好了“四梁八柱”。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2017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作为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
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
构，习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

军地同心，重塑发展格局。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军委机关有关部门相继设立专门
机构，专司军民融合发展指导、协调
和推进工作；北京、河南、江西等多个
省市先后建立军民融合专项领导小
组或联席会议机制；多地加紧推进军
民融合相关机构改革或专门办事机
构成立论证工作……领导推动军民
融合发展的凝聚力空前强大。

从顶层设计到生产一线，从地方
到部队，从科研院所到军地院校，广
大军民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在

“统”字上下功夫，在“融”字上做文
章，在“新”字上求突破，在“深”字上
见实效，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新局面。

2018年10月，第四届军民融合
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在北京举
办。302家单位的1349项展品集中
参展，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达60％，约
90％的参展技术产品核心技术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

“努力形成全要素、多
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格局”

“习主席对军民融合重视是前所
未有的，连续6年在全国两会上谈到
军民融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军
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所
所长陈薇对此印象深刻。

2014年3月11日，陈薇作为军

队基层和科研一线人大代表，受到习
主席亲切接见。时隔一年，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
体会议上，陈薇作为发言代表，向习
主席汇报了科研情况，习主席给予充
分肯定。

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这几
年，陈薇和团队取得丰硕成果，他们
研发的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埃博拉
疫苗，赢得国内外广泛赞誉。

2017年9月25日下午，首都天
高气爽，北京展览馆内，硕果累累。

“习主席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
成就展时，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
程示意图前停下脚步仔细观看。得
知3D打印精准度能达到0.1毫米，在
地图精准度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时，他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某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王明孝自豪地告诉记
者，那张示意图是他们用3D技术打
印的，是军民融合中“军转民”产物的
一个代表。

“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
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
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格局。”王明孝对习主席的重要论述
铭记在心，一年多来，他们团队加快
求索创新的脚步，在3D打印材料、工
艺、立体喷绘技术上继续不断探索和
改进创新。

近年来，一连串闪亮的足迹告诉
人们，这样的发展格局正在变成现
实：神舟飞船和“蛟龙号”载人深潜

器，使中国人实现上能九天揽月、下
可五洋捉鳖的梦想；北斗导航和风云
卫星，让我们拥有了太空中的“千里
眼”和“精算师”；C919首飞，实现了
国产大型客机“零的突破”……

“积极推进国防经济
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
民用技术、部队人才和地
方人才兼容发展”

2016 年 10月 19日，第二届军
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正在北京
装甲兵工程学院举行，习主席带领
军委领导集体参观调研，他来到一
家民营企业展台前驻足察看，仔细
了解产品性能。

“习主席问得很仔细，从产品性
能到产品应用，了解我们的生产能
力后赞许鼓励我们。”企业负责人钱
京回忆说。

新时代，新作为。“民参军”“军转
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一个党政
军民齐心协力开创新局面的火热图
景正铺展开来。国家先后发布实施
《“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
划》和人民防空、交通战备、国民经济
动员等专项规划，多个省市出台军民
融合发展规划。“启动实施首批41家
军工科研院所改革，全面推开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许可与装备承制单位联
合审查工作机制，这些政策制度为我

们‘民参军’提供了腾飞的翅膀。”钱京
告诉记者，“习主席要求积极推进国
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
技术、部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
展，给民营企业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军民融合迈入黄金时期。”

融则两利，合则共赢。近年来，
军民融合的重点领域融合发展成效
显著，仅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
一方面“民参军”取得进展，在国防科
工局批准的2000多家许可证单位
中，民口单位占比超过2/3，其中民
营企业约占总数的1/3。民营企业
在载人航天工程、军用飞机和舰船等
项目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军转民”继续拓展，各军
工集团共生产50大类、约1.5万种民
品，民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由
20世纪70年代末的10%上升至目
前的80%左右。

2018年10月15日，习主席在主
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时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
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
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新蓝图指引新路径，新理念催生
新实践。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春潮澎湃，富国强军广阔
前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新
华社记者王逸涛 解放军报记者孙兴
维 陈小菁）

农业农村部启动2019年
“百乡万户调查”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胡璐）农业
农村部20日启动2019年“百乡万户调查”活动，将
抽调80名干部，组成20个调研组深入中西部20
个省份的4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县，开展为期20天的进村入户调查。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今年是乡村
振兴战略全面展开全面推进之年，是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的关键之年。“百乡万户调查”活动要重点
围绕脱贫攻坚特别是产业扶贫、春季田管和春耕
备耕两个主题开展。

房峰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新华社北京2月 20日电 2019 年 2月 20

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
长房峰辉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进行了
宣判，认定房峰辉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
赃物上缴国库。

这是中山站激光雷达观测舱（2月11日摄）。
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日前在南极中

山站顺利完成钠荧光多普勒激光雷达探测系统的
安装和调试，首次同时探测到南极中间层顶区大
气温度和三维风场，填补了极隙区中高层大气探
测的空白。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中国在南极中山站完成激光雷达安装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
贾尼。

习近平说，中伊友好源远流长。
双方互信和友谊久经考验。无论国际
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同伊朗发
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

变。在新形势下，中伊要进一步深化
战略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要密切沟通协调，相向而行稳妥开展
务实合作，加强安全反恐、人文等领域
交流合作；要加强在国际多边场合的
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立法机构交往是中
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全国人大与伊朗伊斯兰议会
要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
政经验，密切在国际和区域组织框架内
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发挥立法机构在推
动双边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促进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心系地区

和平，主张国际和地区各方加强合作，
推动中东早日走上稳定和发展道路。
我们支持伊朗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
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方就地区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拉里贾尼转达了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对习近平主
席的亲切问候。他说，伊朗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对华关
系。伊中加强友好合作不仅符合两
国的根本利益，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
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形势下，伊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
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大在国际地区
事务中的相互支持。

王晨、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

据新华社长春2月20日电（记者周立权）杜重
远原名杜乾学，出生于1898年。1911年考入沈阳
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毕业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复
辟，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取任重道远之意，改名重远。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前往北平（今北京），从
事抗日救亡工作，成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
导骨干。不久到上海，结识周恩来，提倡“发展国
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4年 2月，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生》周
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绥靖政
策。1935年7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1936
年秋刑满出狱后，赴西安推动张学良、杨虎城两位
将军联共抗日。全国抗战爆发后，奔走各地，积极
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受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邀请，1937年10
月、1938年6月和10月三次赴新疆考察。

1939年，杜重远应盛世才之邀，出任新疆学
院院长。在新疆工作期间，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带领学生到北疆
各地进行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并经常撰写宣传
抗日爱国思想的文章在《反帝战线》上发表。

1940年5月，杜重远因不断发表宣传进步思想
的文章，遭到军阀盛世才的嫉恨，被逮捕入狱。盛
世才捏造“汉奸”等罪名，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严刑
逼供，但杜重远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

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
抗日救国我辈之责

杜
重
远
像(

资
料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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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019
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20
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
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山
水相连、人文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
长。近年来，双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建

“一带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妥善处理

分歧，维护地区稳定。中国－东盟关
系已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举办中国－东盟媒
体交流年是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

重要举措。媒体作为开展交流合作、
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可以为中国－
东盟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双
方媒体做友好交往的传播者、务实合

作的推动者、和谐共处的守望者，讲好
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为共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

奏响军民融合的时代乐章
“那天，习主席来到顺德，第一站就来到我们广东工业设计城。”回忆起2012年12月9日习主席视察时的情景，广东工业设计城负责人韩风琴仍然很激动。
“得知设计城有800名年轻设计师，习主席勉励我们说，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有8000名设计师。”韩风琴说，如今他们正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军民融

合创新设计服务中心，实现了习主席希望他们拥有8000名设计师的目标，也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羽示风向，一草示水流。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到首都北京的中关村，从强化军民融合发展顶层设计到“军转民”“民参军”热潮涌动，从第二艘航母顺利

出坞下水到嫦娥五号奔月征程稳步推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已初具雏形，神州大地鸣奏着激越的时代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