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

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引起了国人广泛关注。

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邓小平关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
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
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
人才”。1988年，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
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
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月，为全面部署落实
这一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
技术大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科教
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
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
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批
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
远景目标纲要》，将科教兴国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
方针和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中共
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战略之一。（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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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日宣布：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将出席博览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法国总统等外国领导人将出席第二届进博会

据新华社圣保罗 10月 29日电
（记者高春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第二卷葡文巴西版首发式29日
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开拓者宫举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梁言
顺、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陈佩洁、巴
西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里亚等260

余名中外来宾出席活动。
梁言顺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生动记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蕴
含着对中国道路的阐释、对中国奇迹
的解码、对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
智慧。其思想精华主要体现在坚持人

民至上的人民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
观、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全面改革观、文
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等方面。这本书的出版
发行为中巴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开
启两国关系发展新征程注入新动能。

陈佩洁在致辞中说，巴西读者通

过此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对世界及
国际事务的看法和主张，了解中国的
外交政策和实践。

多里亚表示，中国在国家治理和
经济建设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包括巴
西在内的国家学习。他希望巴方民众
能好好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葡文

版，并从中汲取中国的宝贵经验，凝聚
战胜发展道路上各种挑战的力量。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中国外文局、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主办，是11月将
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
次会晤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葡文巴西版首发式在圣保罗举行

据新华社拉巴特 10月 29日电
当地时间10月29日上午，在中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摩洛哥大使
馆指导支持下，五洲传播中心和拉巴
特中国文化中心联合承办的纪录片
《习近平治国方略》展映推介会在摩洛
哥首都拉巴特举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

卫民、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和来自
摩洛哥通讯部、摩洛哥恰德电视台、埃
及金字塔报业集团、伊斯兰教科文组
织等政府部门、媒体文化机构的中摩
两国及阿拉伯国家代表逾100人出席
了活动。

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由中
国五洲传播中心与美国探索频道联

合制作出品，通过一系列鲜活生动
的故事案例，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治
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该片此前已
在探索频道等多家国际媒体播出，
引发热烈反响。

郭卫民在致辞中表示，他希望通
过《习近平治国方略》的展映，与摩洛
哥各界人士更好地分享中国领导人的

治国方略，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中国
人民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
精彩故事。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迈向新台阶。

展映现场，摩洛哥各界代表普遍
对《习近平治国方略》予以高度评价。
据悉，《习近平治国方略》今后将陆续
在摩洛哥恰德电视台等摩洛哥主流媒

体平台播出。
此次在摩洛哥展映，标志着由中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发起的“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活
动正式走进摩洛哥。该活动围绕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精选70余部
影视节目，推动在全球50多个国家的
60余个主流媒体平台播出。

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展映推介会在摩洛哥举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单行本，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告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LOGO门牌标识制作安装供应商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1.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单

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供应商未被
“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供应商未被列入中国
农业银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且未处于禁入期内；4.供应商法
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高管及使用需求
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或者近姻亲关系；5.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
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6.须在2018年1月1日前具有
自用生产加工基地，需提供产权证明（房地产权证或房地产权属证

明书或房屋土地使用证等）或租赁合同，所有人或租赁者必须与报
价申请人名称相符（2018年1月1日后变动的自用生产加工基地，
针对变动情况，须提供2018年1月1日前原自用生产加工基地的证
明文件）。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
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3.联系人：何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
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营业网点形象标识用品入围供应商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1.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

单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供应商未
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供应商未被列入中
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且未处于禁入期内；4.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高管及使用
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
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5.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四、报名资料：单位介
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
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五、报
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2.地
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3.联
系人：何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六、声明。1.各报
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由此承担
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列入
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
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营业网点员工行服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基本要求。1.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单

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供应商未
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在本项目所在地域
内，供应商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
名录》；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
《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
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

姻亲关系；5.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
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二）具备自主生产能力的服装生
产厂家。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
日。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
室。3.联系人：何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
弄虚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
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
与本项目采购。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1

月8日00:00－06:00对综合业务接入网关（ISAG）平

台进行升级。届时，您的手机短信和彩信增值业务使

用将受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颐养公社·阳光城（0501地块）项目

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颐养公社·阳光城（0501地块）项目位于长流起步区长滨西二街

南侧，《海口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0501地块范围。项目
于2019年9月取得方案预审，项目批建8幢地上2～25层，地下1
层商住楼，现方案变更，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补偿建筑面

积1192.69m2。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0月31日
至11月1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31日

昌江县叉河镇红阳村“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

施工中标候选人公示
昌江县叉河镇红阳村“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施工

于2019年10月29日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
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
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建中联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和兴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截止时间：2019年 11月04日，如有质疑（或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电话：0898-26631567。

昌江县叉河镇红阳村耕地开垦项目施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昌江县叉河镇红阳村耕地开垦项目施工于2019年10月

29日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
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晟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明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4日。公示期内，如对上

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招标人投诉或举报，电话：
0898-26631567。

招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帆舸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执359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

民终207号民事裁决书、本院(2018)琼01民初816号民事判决书
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高晓东
与被执行人张海、叶强、符史文、王秋平、梁振发、陈秀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高晓东向本院提出申请，请
求本院评估拍卖本院查封的被执行人叶强、符史文名下位于海口
市国贸大道中衡大厦第一层东侧及第二、三层共计3034. 40平方
米房产(房产证号为海房字HJ007488号)。因被执行人张海、叶
强、符史文、王秋平、梁振发、陈秀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
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24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邮编: 570206
联系人:谭法官 联系人电话：0898- 66720389、 66753852

海南忠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1108期）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1月8日上午十时在本公司拍卖
厅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以下车辆：

1、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2、展示时间：2019年 11月6—7
日。3、展示地点：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一中北门斜对面80米处。

注意事项：1、竞买人须取得海南购车指标，提档外省（符合当地
要求）除外。2、拍卖成交车辆统一办理过户手续；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年11月7日16：3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72号 联系电话：13876242898

序号
1
2
3

车牌号
琼AU0275
琼AU1678
琼A246P7

品牌
尼桑牌小型普通客车
尼桑牌小型普通客车
昌河铃木小型普通客车

登记日期
20100114
20100114
20100809

参考价（万元）
1.71
1.65
0.8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826号之一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洪涛与被执行人海南日升投资有
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琼0105民初
43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
人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查封被执行
人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一街1
号中弘·西岸首府地下车库S单元-1层 255室、350室、333
室。现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
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 0898-68611334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二0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公司分立公告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0万元。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存续
分立方式，拟分立为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和海南恒诚三叶
制药有限公司。分立后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1000万元，海南恒诚三叶制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500万元。分立后原“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的债权
债务，由分立后存续的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承继。

本公司债权人可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我国利用外资连续27年
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据新华社武汉10月30日电（记者梁建强）
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叶威透露，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改革开放以来，自1978年至2018年，中国累
计实际使用外资2.1万亿美元；自1992年以来，连
续2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在此背景下，叶威认为，制定外商投资法，是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的重要举措，是外商
投资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同
时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医
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
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
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
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一些地方采访
了解到，目前一系列医疗资源下沉举
措正在发挥实效，脱贫攻坚的“健康长
城”正在添砖加瓦，一步步绵延。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江苏镇江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了
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
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了
一只手，另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是他
两只手握住我，我赶紧把另一只手也
伸了出来。”当时在场的魏定瑜老人感
受到的，不只是习近平总书记手心的
温度：“那天，总书记除了询问身体情
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医疗
费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

意不满意。”
多年后的今天，75岁的魏定瑜还

时常来到卫生院，在自助设备上测血
压，心里还牢牢记着总书记的叮嘱。

病有所医，是老百姓基本的需求，
也是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基层一小步，国家一大步。近年
来，我国832个贫困县的所有县级医

院都有一支或多支来自三级医院的团
队对口帮扶，帮助贫困地区县级医院
开展重点专科建设、加强临床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和医院管理人才队伍建
设，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县域内医疗健
康服务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记
者江时强 王大千）

贫病有依靠 医疗资源下沉为贫困群众筑牢“健康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