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
好发展环境。”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
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
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
争力。”

随着两会落下帷幕，全国上下学
习贯彻落实两会精神，创新创业创造
的热情与活力扑面而来。

为创新松绑：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

两会期间，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托举中星6C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腾空而起，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发射次数刷新为“300”。

走过300次发射，“长征”飞上新
起点，中国航天成为我国享誉世界的
一张靓丽名片。

“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创新
创业创造动能，无疑必须向改革开
放要动力。”全国政协委员、长三甲
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姜杰院士深
有感触。

姜杰认为，从“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到“创新创业创造”，表明我国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步伐更加坚定、目标更为明确。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
大新动能。

市场主体进入“亿户时代”、技
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30%以上、科技

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58.5%……发展
的新动能快速成长，创新正深刻改
变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中国发展的
新优势。

——坚持问题导向，大力简除烦苛。
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坚决破

除一切不合理的“繁文缛节”……得益
于创新生态的大力优化，各类创新主
体的积极性不断迸发。

“我们将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效
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认为，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强
原始创新，是决定未来中国创新走向
的“关键之举”。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
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
一体化创新机制，支持企业牵头实施
重大科技项目……

天下之事，非新无以为进。政府
工作报告中，一条条务实的举措以改
革疏通堵点、纾解痛点、攻克难点，令

“创新”在这个春天有了更加鲜活的
注脚。

全国两会期间，我国基础研究
领域再添新彩——国家蛋白质科学
中心贺福初院士团队一连在国际顶
尖学术期刊上发出五篇重磅论文，

涉及肝癌、乳腺癌等多个重大疾病
的诊疗新进展。

为创业加油：
“心无旁骛地做主业”

从一家乡镇小厂，到市值破千亿
元、跻身全球前列的体育用品集团公
司，安踏始终坚持“单聚焦”战略，心无
旁骛，对“一双鞋”精益求精。

在荷叶防水中捕获灵感，汲取古
代银器设计创意，高水平的研发投入、
626项国家专利……一双球鞋诠释了
安踏永不止步的创新动能。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与全国人大代表、安踏公司董事局主
席丁世忠的对话，让“创业”在新时代
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实体经
济，要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一个主
业，这是本分。”

“民营经济要走向高端创造，根本
出路在创新。”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丁世忠感慨万千。他表示，要牢记
总书记嘱托，一要把好产品质量关，二
要创立自主品牌，这是企业创新始终
要瞄准的靶心。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
发挥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用、落实好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
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等税收优
惠政策”“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扩
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支持发展创业

投资”……政府工作报告中，人们看
到了不少支持创业的“大礼包”。

从仅有几名女工的刺绣作坊，到
如今年产值3亿元的刺绣基地……谈
起江苏扬州宝应县鲁垛镇的创业变
化，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宝应县国凤
刺绣厂技术总监莫元花信心满怀：“创
业大潮激发每个人的梦想，村妇也能
变绣娘。”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潘教峰表示，把面向市场需求和弘扬人
文精神结合起来，中国一定能进一步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为高质量
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为创造助力：
“让各类英才竞现、创新成果泉涌”

科研管理中表格多、报销繁、牌子
乱、检查多……这些摆在科研人员面
前的“烦心事”仍是不少创造活动的

“拦路虎”。
如何更好地为创造助力？今年全

国两会，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代
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不少目光都聚焦
到“人”的创造性上。

——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
——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

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
——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

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
制”改革试点；

——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

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连云港市农科
院院长徐大勇认为，只有激活“人”这
个生产力当中的关键因素，才能为全
面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发展提供不竭
动力。

“中国科技创新正处在‘爬坡过
坎’的关键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董事长高红卫认为，要培
育有利于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必须
聚焦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普遍反映的
问题，为创新松绑、为创业加油、为创
造助力。

聚焦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四
部门近日联合召开“减轻科研人员负
担七项行动”推进会，集中整治清理并
固化形成制度成果，目前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

全国两会刚过，黄浦江畔的科改
“25条”立马行动了起来。上海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
见》，旨在做好“人”的大文章。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
活动。我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
人才队伍，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就一
定能够迎来创新成果泉涌的生动局
面。”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记者
胡喆 岳冉冉 刘宇轩）

营造良好环境 释放强大动能
——落实两会精神推动创新创业创造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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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新华社西安3月26日电（记者姜
辰蓉 李华）在陕西省神木市沟掌村，
三月的风吹过樟子松林地，一片“簌
簌”声。大片的长柄扁桃在风中晃动
着光秃秃的枝桠，期盼着五月的花期。

张应龙驾车在林地里穿梭查
看，为即将到来的植树季做着准备。
在他的手上，毛乌素沙漠中38万亩沙
地，变成了富有生机的林地、绿地。但
张应龙对此并不满足，他说，治沙只是
第一步，他要做的是让沙漠绿地产生
经济效益，真正为老百姓从沙漠中找
出一条“生态致富”路。

100万：误打误撞的治沙

57岁的张应龙自小生活在神木
市。“我们这里虽然位于毛乌素沙漠，
但我算是生活在城里的。”张应龙
说。2002年，他偶然来到位于毛乌
素沙漠腹地的沟掌村，被眼前的景色
惊呆了——沙丘连着沙丘，起起伏伏

延伸到天尽头。大漠风沙，日色渐
昏，零星的海子里飘着几只倦鸟。

“那时我觉得，这里如果再有一些
绿色，那真的是诗情画意啊！”张应龙
说。白天看了风景，晚上和沟掌村的村
民喝酒时，有几分醉意的张应龙就答应
了投资治沙。那时候，他在北京的企业
做高管刚攒下了几百万元身家。这本
是酒后戏言，但没想到过了几天，村里
人就拿着承包合同找上了门。

三杯吐然诺，陕北汉子张应龙二
话不说签了合同，承包了19.2万亩的
黄沙地。但最开始这件事他并没有完
全放在心上，投资100万元，请了朋友
代为管理。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
了代管者的消息。

“要盖宿舍，一块砖从外面拉到沙
漠里就得2毛钱；刚推出一条路，一晚
上沙子吹得全埋上了……朋友说，别
说100万，1000万砸进去也没用啊。”
接到消息的张应龙从外地赶了回来，
跑到沙漠里严肃思考后面该咋办。
2003年，张应龙放下了别的事，一头
钻进沙漠里开始种树。

16年：“是沙漠教育了我”

“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陕北民
歌中的这句歌词是这片沙漠的真实写
照，而这时在张应龙的眼里，这里的风
景已经褪去了最初的诗情画意。一个
外行，要在沙漠里种树，谈何容易？

“一开始我连紫穗槐都种不活，根本
不知道怎么做。砸了很多钱，也找不到
合适的树种。”张应龙说，“那时候我几乎
把钱都投进去了，眼看着300多万元花
得差不多了，啥效果也没有。”失败让他
不愿意见人，独自坐困愁城。

“后来我想开了，我既然不懂，就求
助于懂的人。”张应龙说。他走访了许
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拜访过许多专业人
士。一位中科院专家告诉张应龙，在沙
漠里种树不能盲目，一定要先把水保
住，这样土壤中的养分才不会流失，种
树的成活率才能高。同时还要种混交
林，乔灌结合。这让张应龙茅塞顿开。

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他逐渐总结
出了治理沙漠的有效方式——“乔灌草
三步走”立体治沙模式。第一步，先把

沙蒿种成“草方格”。这些活的草方格
不仅能把流沙分成小块，还能保住表面
的干沙，有利于减少蒸发量；它本身还
会生长，继续固沙，刮来的草种也能在
草方格里扎根。第二步，在沙蒿形成的
草方格中种紫穗槐。紫穗槐是灌木，能
够固氮，提高土壤养分。第三步，保水
保肥后，栽种樟子松等适宜的乔木。

16年的光阴，把“门外汉”张应龙
变成了“治沙达人”。翻看荒沙滚滚的
旧照片，再实地穿行迎风摇曳的林地，
昔日与今朝泾渭分明。在一片林地
中，地面的沙层有了黏性，呈现半沙半
土的状态，张应龙说，这就是植物产生
的腐殖质对沙地的改造，这里的生态
在向良性一点点变化。

“沙地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破坏
生态可能只要很短的时间，治理却可能
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张应龙
说，“这么多年我深刻感受到，不是我改
造了沙漠，而是沙漠教育了我。”

38万亩：“沙里淘金”的新征程

张应龙的造林面积目前已超过38

万亩。而已近花甲之年的张应龙并不满
足于沙漠治理仅仅产生生态效益，他希
望能从沙漠里找到一条“生态致富路”。
经过多年的实践，他找到一种叫“长柄扁
桃”的灌木兼备生态与经济特性。

“长柄扁桃根系特别发达，抓沙固
土和适应能力更强；存活期长达百余
年。一旦成林，能够长期发挥生态效
益。”张应龙说，“一般灌木隔几年就需
要平茬，否则会自然枯死。长柄扁桃
却不需要平茬，能节省大量管护费
用。其本身还是一种油料作物，有很
好的经济价值。”

张应龙在基地中，辟出了长柄扁桃
与紫穗槐的混交林、长柄扁桃营养钵大
苗林地等多处“实验林”。他还利用毛
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月状”沙丘，试
验种植葡萄、花楸、蓝靛果等经济作物。

“沙丘的迎风坡种生态林，沙湾
的背风坡向阳地可以种经济林。根
据沙漠的条件因地制宜，种九留一。
这种模式如果成功，完全可以撬动毛
乌素沙漠的生态经济，‘沙里淘金’就
能真正变成现实。”张应龙说。

“治沙达人”张应龙：大漠蓬未断 花甲槿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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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减资公告

海南添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TLH8K，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
资金壹仟万元整减少至壹佰万元整
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
祝翔宇 电话 ：13379983775

注销公告
海南中企信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469027000016480）拟向
海南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金琪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200000033328），拟向海南省
三亚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日月家居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嘉禾瑞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CBF1XB 向 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奥鑫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4FTT71），经公
司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8000万元减少至1000万
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定于2019年4月1日起恢复正门

（正义路8号）通行，届时南门（金

宇路8号）将停止使用。由此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5日

注销公告
三亚新园果蔬配送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C4X4XG），拟向

海南省三亚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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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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上市公司并购财务咨询机构

比选项目中选公示
项目名称:上市公司并购财务咨询机
构 比 选 项 目 编 号:0703-
1940CIC1L044中选人:新毅投资基
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锦什坊街26号恒奥中心中选报
价:第一阶梯:2%; 第二阶梯:1. 5%
详见中国通用招标网(http://www.
china-tender.com.cn) 公示内容。

公示
海南城投阳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进行内部清产核资，凡与公司因经
营原因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者，
请于本公告刊发之日起45日内与
我司联系，并携有效债权凭证至本
公司指定地点申报。逾期未申报，
视为自动放弃，特此公示！
联 系 人 ：傅 立 ，联 系 方 式 ：
18084661328
海南城投阳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
东方民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7MA5T1XG42F）拟 向
东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
我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华昌源置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2028689）拟向海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
理事宜。

声明
儋州市那大镇夏日广场五楼喜喜
茶餐厅和谭公子鱼头已经撤柜，在
本店办理过充值卡，可于李女士办
理余额退款手续，联系电话:
13379873739！退款日期3月 27
日至4月3日，逾期不办退款！

儋州那大喜记茶餐厅

注销公告
海南金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28397788_1）拟向海口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强制清算及注销公告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海南
元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01005338）自2018年9月5
日起成立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并
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林先生
13907599795）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元通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
海口优盛网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EMB31P）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
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公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三亚理工职业学
院沃尔沃4S店主体工程”，现已按
施工合同完成，并付清民工工资和
材料款。现进行对外公示，公示期
为 45 天，自 2019 年 3 月 26 日-
2019年5月10日，在公示期内，若
对此有异议，请向兴华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反映。兴华建工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电 话:0771-
5595159 (姜工)。

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6日

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
海南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贵司与我司于2012年7月25日签
订《租赁合同》，约定由贵司承租富
豪大厦C座地下室，并约定由贵司
负责将地下室用途变更为商业用
途等。因贵司未履行上述合同义
务，导致我司被海口城管执法部门
处罚，城管执法部门同时责令恢复
原状，但贵司对此一直不闻不问。

鉴于此，租赁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
行，现正式通知贵司，即日起解除
贵我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请贵
司在十日内搬出租赁场所，逾期后
果自负。
特此通知
通知人：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03)琼山执字第198号

海南赛杰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光
大国际投资总公司与被执行人海
南赛杰实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住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03)琼山执字
第198-13号执行裁定书。内容
如下:变更北京建亚星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2日

最高法发文为深化两岸
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6
日发布实施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
服务的若干措施，旨在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依法全面平等保护台湾
同胞合法权益。这是最高法历史上首次发布的
依法全面平等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的系统性、
综合性措施，也是首次发布的为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规范性、实效性措施。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
就美舰过航台湾海峡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任国强26日就美舰过航台湾海峡答记者问。

问：据报道，美国海军“威尔伯”号驱逐舰和海
岸警卫队“伯索夫”号舰24日过航台湾海峡。请
问对此作何评论？

答：我们对美方有关舰艇过航台湾海峡的情
况是清楚的，有关动向全程都在我们的掌控之
中。中方已向美方表达关切。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
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我们要
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两国两
军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将始终保
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外交部：

对泛美开发银行决定取消
成都年会深表遗憾

据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侯晓晨）针
对泛美开发银行决定取消原计划本周在成都举行
的第60届年会，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日表示，个
别国家不顾年会宗旨，不顾中方立场和关切，不顾
东道国的真诚努力，坚持操弄委内瑞拉问题，导致
年会无法按计划顺利举行，中方深表遗憾。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透
露，泛美开发银行第60届理事会年会原定于3月
26日至31日在成都举行。中方作为承办国对此
次年会高度重视，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希望与各方
共同努力，将年会开成团结、合作、共赢的会议，取
得圆满成功。

他表示，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泛美行成
员国都认为，泛美行年会是金融界的会议，应聚焦
金融合作，不是讨论敏感政治议题的合适场合。
但个别国家持续搅动委内瑞拉问题这一敏感政治
议题，在各成员国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在年会
临近时仓促通过瓜伊多任命的新理事和执董，并
坚持推动其来华与会。

“中方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
确的，主张各方都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干涉委内瑞拉
内政。”耿爽说，虽然瓜伊多提名的理事通过了泛美
行表决程序，但瓜本人并非经合法程序产生的总统，
缺乏合法性，中方难以允许其代表来华参会。更迭
委在泛美行的代表既无助于委问题的解决，也破坏
了泛美行年会氛围、干扰了会议的筹备进程。

他表示，中方提出的意见和方案，体现了对泛
美行和各成员的尊重，也体现了中方作为东道国希
望成功办会的诚意，是负责任的表现。然而，个别国
家不顾年会宗旨，不顾中方立场和关切，不顾东道国
的真诚努力，强人所难，坚持操弄委内瑞拉问题，强
行让瓜伊多代表来参会，导致年会无法按计划顺利
举行，这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责任不在中方。

“中方对泛美行决定取消成都年会深表遗
憾。”耿爽说，绝大多数泛美行成员国都认同中方
的主张，认为年会应当聚焦金融合作，不应该受到
争议性政治议题的干扰，也非常清楚究竟是谁在
阻挠会议的成功举办。“中方相信，我们与泛美行
和广大拉美国家的合作不会受到干扰，对未来加
强彼此间的合作充满信心。”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