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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
郑明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外国专家招待会27日晚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并致辞。

韩正首先代表中国政府，代表习
近平主席，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中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专家
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诚
挚问候。

韩正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奋发图
强，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是
中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也凝
结着外国专家的辛勤劳动。70 年

来，大批外国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
人民共同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

韩正指出，中国发展已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正在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将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人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因素，中国
将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
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
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韩正表示，中国的事业是得到世
界人民支持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
习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的事
业。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
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坚定实施
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
才引进政策。我们诚挚欢迎越来越
多的外国专家来华创新创业，欢迎世

界各地英才俊杰参与中国现代化建
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
更大贡献。

刘鹤、杨洁篪、陈希、张春贤、肖
捷、万钢出席招待会。

招待会由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主持。

出席招待会的有长期在华工作的
外国老专家，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
表及配偶，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共约1800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外国专家招待会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
者张选杰 李兵峰）从国庆35周年
阅兵首次亮相以来，每次组织大阅
兵，都会出现战略导弹部队的“巨无
霸”方阵。

“此次国庆阅兵，是由‘兵’变
‘军’后，火箭军首次亮相长安
街。”火箭军装备方队指挥组负责
人王波说。受阅导弹部队充分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奉献的精神，严抠细训、科学组
训，阅兵训练全程体现三大特点，
展现了良好的战略军种形象。

更加注重严实作风。在这次
阅兵训练中无论是将军还是士
兵，都严格标准要求，锻造雷厉风
行、令行禁止的过硬作风。他们
还注重弘扬工匠精神，抓住每个
细节练技术、练毅力、练作风，形

成了“军姿挺、动作快、答词亮”等
特点，不断用严实作风打造出一
个个威武导弹方阵。

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火箭军
作为一支高技术战略军种，讲科
技、重创新是优良传统和优势。
这次阅兵训练，他们在汲取以往
经验基础上，打破思维定式，突破
传统办法，运用卫星定位、激光测
距、高清成像、实时测速等先进手
段，提升训练水平和质量效益，确
保实现人车结合毫厘不差、方队
行动分秒不差。

更加对接实战标准。火箭军
受阅部队坚持阅兵场和发射场同
一标准、更高要求，把住每个关口、
盯紧每个细节，让受阅部队经受淬
火锤炼，真正让国庆阅兵场成为提
升部队战斗力的训练场和考场。

火箭军装备方队

以一流训练水准
塑造威武导弹方阵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于
晓泉 韩明坤）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阅兵中，由陆军第82集团军
陆航某旅组建的“空中仪仗队”，将
飞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我们旅前身为原38集团军
直升机大队。”旅长武建说，近年
来，这个旅持续加强战斗力建设，

“倒飞盘旋”“倒8字盘旋”“水平
梅花”等高难度飞行动作成为训
练家常便饭，基于武器链系统的
引导打击、多机“快速换位、轮波
攻击”等10余种新战术、新战法
应运而生，让陆航成为地面作战

力量“头顶千里眼、肩膀火力点、
低空保护伞”的观念烙印在指战
员心中。

某字队形长机机长、旅副参谋
长房海春介绍，旋翼尖之间距离几
乎是“摩肩擦踵”，为避免高速飞行
的两架直升机危险接近，留给飞行
员的反应时间将以秒计算，这就要
求飞行员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和
精湛的飞行技术。

“作为‘空中仪仗队’，我们有
信心整齐平稳、不差‘米秒’地飞过
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
阅。”武建说。

“空中仪仗队”：

以“米秒”不差标准
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70年成功破解了近14
亿中国人吃饭难题

70年沧桑巨变，我国农业农村
发展走过辉煌的历程，粮食生产能力
跨上新台阶，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
力全面提高，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韩长赋介绍，1949年，我国粮食
产量仅有2264亿斤，70年里先后迈
过11个千亿斤台阶，现在已连续4
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还有“油瓶
子”“菜篮子”“果盘子”也是供应充
足，我们用9%的耕地养活了近20%
的人口，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

70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有了
质的飞跃。韩长赋说，农业生产方
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58.3%，良种实现全覆
盖，高标准农田达6.4亿亩，粮食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80%，
我国农业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装备驱
动的新阶段。

70年来，我国形成了一套中国
特色的“三农”政策体系。韩长赋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家庭承包责
任制，告别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
税”，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土地承包期
将再延长30年，推行“三权分置”改
革，这些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将长期起
作用，也将长期坚持。

当前，我国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
章。“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这是我们解决温饱、摆脱贫困
后的又一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
农’工作总抓手。两年来，乡村振兴
全面启动，规划体系、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和党的建设在统筹推进。”韩长
赋说。

韩长赋说，70年农业农村发展
有很多宝贵经验，最根本的有两条：

一条是始终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
全面领导，保证“三农”改革发展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条是始终坚持
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
保护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70年农村绝对贫困人
口累计减少8亿多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革
创新、接续努力，在人口最多的发展
中国家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创造中国历
史上的减贫奇迹。”刘永富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
困人口累计减少8亿多人。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8239万，每年都保持减贫1200万人
以上，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从一组数字我们可以感受农村
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截至 2018 年
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
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0371元，占全国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71%，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义务教
育实现全覆盖……

刘永富介绍，在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伟大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凝
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农村基层
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党
群干群关系不断改善，人民群众获
得感明显提升，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进一步巩固。

刘永富表示，下一步，要从四方
面巩固脱贫成果：一是要保证脱贫的
真实；二是脱贫以后要稳定现行的扶
贫政策；三是要从长远着手，发展产
业，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让脱贫有可
持续的能力；四是对返贫的和新发生
的贫困人口及时帮扶。

“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
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
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再经
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
性解决。”刘永富说。

70年中国为全球减贫
做出重要贡献

70年来，中国减贫加速了世界
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
国方案。中国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有组织有
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尤其是精准
扶贫方略的实施，走出了中国特色扶
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
智慧。

刘永富介绍，中国在致力于自身
消除贫困的同时，力所能及向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的援助，累计向170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援助资金4000多亿元，实
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派遣60
多万援助人员，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
类人员1200多万人次，支持和帮助广
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
除贫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中
国减贫方略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
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中宏伟目标的唯一途
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
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
益借鉴。”

“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历史性
地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将长期
存在，扶贫开发仍是一项长期任
务。我们将研究制定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2020年完成后的战略思路。”
刘永富说。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侯雪静 高敬）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
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
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
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
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
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
程度。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 1969 年 4月
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 8月中共十大、从
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中共
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
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
化。1971年 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
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
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
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
年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
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
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
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
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
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
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
面。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人民艺术家”王蒙：

始终跃动
“少年布尔什维克”初心

“人民艺术家”王蒙——一位与新中国共同成
长起来的作家，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
路。他以辉煌的创作实绩和多方面的工作，参与
并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少年到耄耋，从中学生党员到新中国的文
化部长，那颗“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初心始终在王
蒙的胸中跃动。

1948年，年仅14岁的王蒙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以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参加革命
活动。

在 67 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王蒙创作了
1800多万字文学作品，出版近百部小说、散文、诗
歌和学术著作，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
出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和多
项国际性文学大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
高度。

如今，85岁高龄的王蒙依旧笔耕不辍，今年以
来，发表了《生死恋》《邮事》《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
的帽子》等多部小说。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还承
担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等研究工作。

“我希望能多写一点，一直写下去。”王蒙说。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记者王思北

周玮）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开始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建新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袁
昌科）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国威拍卖有限公司文昌分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51002293）；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企业代码证正副本；公章、财
务章法人代表私章，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广告

注销公告
海口美兰正味美食火锅城（注册号
4601022200143）拟向海口市美兰
区工商局海甸工商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火
锅城办理事宜。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陈明名下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环城
西路西侧（地坡岭地段）金江·金外
滩13幢1单元501房，不动产权证
号：澄房权证金江私字第 05157
号,因不慎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
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将该不
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如有异议
者，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以书面及相关证明材料向我中心
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我中心
将补发新《不动产权证书》。特此
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9月27日

注销公告
海南得胜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02000064）拟向海口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高安电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拟向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刊登

日起60天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金利隆实业有限公司向儋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美兰正味美食火锅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1022200143,声明作废。
▲陈鹏不慎遗失导游证，导游证
号:EZK3356C，特此声明。
▲符勇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460004197608243215，特 此
声明。
▲海口龙华万城兴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1099517，声明作废。
▲姚文玲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
执 业 证 ， 编 号:
02000146000080002015026286
，声明作废。
▲权利人海口市灵山镇美大经济
合作社遗失坐落于美兰区灵山镇
美庄村委会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证 号 为 海 口 市 集 有 2004 第
018366号，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遗失土
地使用权证书，证号：海口市国用
（2005）第002628号，声明作废。
▲詹仁声遗失失业证，证号：
20083898，特此声明。
▲海南海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
号 ：（琼）JZ 安 许 证 字［2017］
S0962，现声明作废。

公告
甘肃天健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11
年 10月 31日拍卖成交了我司海
口银谷苑小区三座 10A、10B、
10D、10E、10F五套房产，现该司
要求我司为其办理过户，如有异议
请于公告之日起45天内与我司联
系，联系人：肖亚梅13198912516。

海南中谷物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吴爱花拟继承吴海炳遗留的坐落
于海口市丘海大道56-1号宁建花
园C1幢101房的房产及相应土地
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号：海口市
房权证海房字第HK094562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号：海口市国用
（2007）第002707号】，如有异议，
请即日起七日内向本处提起。联
系人：王公证员，电话：6856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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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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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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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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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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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商住楼招租
海口市龙昆南路金竹园C栋综合

楼首层部分及二至五层的商住楼

招租，建筑面积873.86平方米，联

系人：朱小姐，020-83340781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南金椰果新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2198302，声明作废。
▲云露月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 职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A20144601060124,特此声明。
▲王禄时遗失坐落于文城镇麻坑
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
W0200333，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恒源湖餐厅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0107600074435，声明作废。
▲谢兵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
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现场编号：
C14，声明作废。
▲谢兵遗失房号确认单，号码：
0000259，特此声明。
▲江国华遗失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证 书 ， 证 号 ：
105891200805001913，声 明 作
废。
▲琼中什日宛自行车驿站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469036MA5REJ4T1H，声 明
作废。
▲蔡仁贵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08751，声明作废。
▲邵宏伟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水云山庄 20 栋 805 房收据壹
张，号码为：0010720，声明作废。

▲海南沃海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
人识别号：46004074259213X，声
明作废。
▲儋州排浦乐享商务宾馆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400MA5T6N7Q5B，声 明
作废。
▲海南逆风传媒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
行基本存款账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 J6410020571101， 账 号
2201026809200105722，声明作
废。
▲保亭响水雪霞杂货摊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35600040030，声明作废。
▲潘强不慎遗失文昌昌茂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自开）一张，发票代码：
246000790619，发 票 号 码 ：
00039105，金额：216237元，特此
声明。
▲张小明遗失中级导游资格证书
一本，证号：DZJ2012HN10052.
特此声明。
▲海南益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韩明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注册编号：琼 246131404812，证
书编号：467316，特此声明。

▲海口普士达电气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46001800104，发 票 号 码 ：
10397928，声明作废。
▲周先光遗失苏宁易购 PPTV-
40C2电视发票一张，销售单号：
D00006032， 发 票 代 码 ：
146001511301，发 票 号 码 ：
00891073，金额：1699，声明作废。
▲临高县和舍镇布大村民委员会
布大村小组公章，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中共东方市委宣传部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569801,声明作废。
▲中共东方市委宣传部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2030705,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经雅酒庄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9007600070575,声明作废。
▲海南五环体育器材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解放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1088101，
账号：2201031909200021979，声
明作废。
▲文昌鑫砼建材有限公司遗失一
枚公章，声明作废。

70年创造伟大奇迹，新时代实现历史跨越。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27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央

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回顾70
年来中国“三农”领域和脱贫攻坚取得的辉煌成就，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关情况。

伟大成就 历史跨越
——两部门负责人回顾70年中国减贫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