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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更标不慎遗失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许可证号：东澳镇

乡字第20160029号，现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鸿大美食城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4000005425，声明作废。

●蔡胜川不慎遗失经营性道路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号:

460006197003110631，流 水 号:

4600094657，声明作废。

●汪忠劝遗失地址为陵水县椰林

镇双拥路的陵水县城镇房屋拆迁

安置协议，面积144m2（地块编号

13号），特此声明。

●汪忠劝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拆

迁办公室开具的陵城中心大道一

期安置地的地块证明书，面积

144m2（地块编号13号），特此声明。

● 李 银 平 （ 身 份 证 号

230125198310121329）遗失大理

学院（2008 届）英语专业毕业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106791200805000805，特此声明。

典 当 遗 失
●临高利时捕捞专业合作社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临高县支行营业部

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6332601，现声明作

废。

●乐东千家飞腾机械设备租赁站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3601106068 1-1，声明作

废。

●乐东千家飞腾机械设备租赁站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琼国

税登字 21101119650520553501

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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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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美国安克雷奇3月19日电
当地时间3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
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
对话。双方围绕各自内外政策、中美关
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
行了坦诚、深入、长时间、建设性的沟
通。双方认为对话是及时的、有益的，加
深了相互理解。

中方表示，中方是应美方邀请而来。
中国农历新年除夕，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
统成功通话，一致同意双方要加强沟通，管
控分歧，拓展合作，这对今后一段时期中美
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次中方应
邀来到安克雷奇同美方举行中美高层战略
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的重要举
措，也是两国元首亲自决策举行的。过去
几年，由于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无理打压，
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这种
局面损害了两国人民利益，损害了世界稳
定与发展，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中方愿同
美方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互利合作，妥善管
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
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持久和
平与繁荣。

中方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的发
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
人民的高度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
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符合
中国国情的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密
码”。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将继续沿着这
条康庄大道走下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地位和制度安全不容损害，这是不可触
碰的红线。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贯的、
明确的，就是要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中国人民
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
出发点。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
量发展。任何人不能剥夺中国人民追求
美好生活的权利。中国始终重视保护和
促进人权，把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

全民民主、协商民主，其核心是人民当家
作主。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价
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同时坚定维护自
身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反对动辄拿人
权问题作幌子对中方指责抹黑，干涉中
方内政。中国的根本发展目标，对内就
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
外就是通过自身发展为全人类的发展进
步作出贡献。中国无意干涉美国的政治
制度，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地位和影
响。同时美方应当正确看待中国的政治
制度和发展道路，正确看待中方一系列
大政方针，正确看待中国对世界的影
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袖
的核心地位，是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产
生的，得到14亿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这一集体意志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中方指出，中国将坚定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和平
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坚持
公平正义，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我们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坚决反对别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
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根
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决定政策立
场。中国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期
待其他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期待各国超
越社会制度、文明宗教不同，和平共处、共
创繁荣。合作共赢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原
则，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黄金法则。中国
的发展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下一
步谋求高质量发展也将在更加开放条件下
推进。多边主义是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基
石。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坚持《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尊重文明多样性，致力
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不应该拉“小圈子”，
更不应该开历史倒车，以意识形态划线，重
挑集团对抗。我们愿与美方在以联合国为
代表的多边机制中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国际公共产
品。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
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不能谁的胳
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更不能以大欺小、
恃强凌弱。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应该被倾
听，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理应得到保护。作
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
应当携手深化南北合作，包括面向发展

中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方表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
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美两国并不必然相
互构成威胁，差异分歧并不构成中美对抗
的理由，中美双方谁都无法承受冲突对抗
的后果。中美两国应当相互信任而不是猜
忌、相互理解而不是指责、相互合作而不是
拆台，确保双方集中精力处理好各自国内
的优先议程，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两国
可以在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等当前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三
大任务上开展合作，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上加强沟通协调，为双方人文交流排除干
扰，共同做大合作蛋糕，更多造福两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同时，合作应该是双向、互利
的，平衡解决双方关切。中方对美政策保
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致力于同美方实
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
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
方要根据两国元首通话精神，保持沟通渠
道畅通，恢复正常对话交往机制，开展互利
合作，妥善管控分歧，避免误解误判。两国
有责任、有能力、有智慧找到不同政治制度
大国相处之道，这将是中美两国为人类文
明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中方指出，过去几年来，由于美国上
一届政府逆潮流而动，实行极端错误的
反华政策，严重损害中国利益，严重损害
中美关系，中方不得不采取正当必要措
施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
敦促美方消除上届政府对华错误政策影
响，同时避免制造新的问题。

中方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没有任何妥
协退让余地。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不助
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慎重妥善处理台
湾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
号，不要试图突破中方底线，以免严重损害
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指出，中国香港特区的选举制
度是中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完善香港特
区选举制度是中央事权，如何设计、如何
发展、如何完善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
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完善香港
特区选举制度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尊重中国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
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停止插手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停止为“港独”势力撑
腰打气，撤销对中国官员和机构的非法
制裁，不要再试图搞乱香港，不要阻挡中
国推进“一国两制”的进程。如果美国继
续一意孤行，中国必将作出坚定回应。

中方指出，把“种族灭绝”的帽子戴
到中国头上，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中
方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
流，新疆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但我们不接
受带着偏见、居高临下、像教师爷一样到
新疆去搞所谓“有罪推定”式的调查。希
望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攻击抹黑中
国治疆政策，放弃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
标准。

中方指出，第十四世达赖是打着宗
教幌子、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
流亡者。希望美方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
一部分、不支持“藏独”的承诺，慎重妥善
处理涉藏问题，撤销对中方有关官员的
制裁，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2月11日通
话精神，保持对话沟通，开展互利合作，
防止误解误判，避免冲突对抗，推动中美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都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
通。

双方均致力于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
对话合作，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
合工作组。

美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
国政策。

双方探讨了为各自外交领事人员接
种新冠疫苗作出对等安排。

双方将本着对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
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
记者相关问题进行商谈。

双方讨论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相关
旅行和签证政策并逐步推动中美人员往
来正常化事宜。

双方还讨论了经贸、两军、执法、人
文、卫生、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伊朗
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一系列问
题，同意保持和加强沟通协调。

双方表示将围绕二十国集团、亚太
经合组织等多边活动加强协调磋商。

杨洁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
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20 日电
（记者冯维健）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
讲团宣讲报告会20日上午在河北
省石家庄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
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
委员张树军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张树军系统讲解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
论述，深刻阐释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
史性贡献，明确指出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点，并就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进行了深入解
读。河北省党政机关干部、部分高
校师生代表、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
约26万人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
参加了报告会。

20日下午，张树军到河北省平
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与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座谈，并与老党员和干部群
众互动交流。

新华社杭州3月20日电 （记

者唐弢）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
宣讲报告会20日上午在浙江杭州
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所长姜辉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姜辉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为
什么学”“学什么”“做什么”和“怎么
学”等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
和工作要求，以一个个鲜活生动的
案例全面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并就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深入解读。他
表示，广大党员要以学习党的历史
为重点，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
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浙江省各
级党政机关干部、部分高校师生代
表、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企业党员
代表等近5000人在主会场和分会
场参加了报告会。

宣讲期间，姜辉来到嘉兴南湖，
在南湖红船旁开展现场宣讲、交流
互动；来到浙江大学，与师生代表进
行座谈。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
报告会在河北浙江举行

西安航天动力测控技术研究所精密机械加工研究室的车间内，卧式加工中
心在夜间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加工的航天产品零部件（3月18日摄）。

近期，作为固体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及试验技术研究基地的西安航天动力
测控技术研究所（四〇一所）将能够24小时不间断、无人值守进行生产的“黑灯
工厂”模式运用在日常生产中。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四〇一所生产任务快速增长，该所研发团队以
提高设备使用开机率和有效加工时间为核心目的，在人力和物力不增加的前提
下，基于现有的卧式加工中心等设备，进行了适度信息化、生产过程自动化改造
和升级，最终，将点火装置金属件和安全机构柔性制造单元试行24小时工作模
式。夜间自动化设备进行产品粗加工，白天工人上班后进行精加工及后续操作，
这种“白+黑”的生产模式形成了人歇、设备不歇的“人机协同”状态，既提高了设
备使用的开机率，又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生产效率提升2倍以上。未来，该
所还将继续将“黑灯工厂”模式不断推广到其他航天产品加工领域。 新华社发

人睡机不睡
——探访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基地的“黑灯工厂”

3月19日，游客在车厢内等候列车发车。
当日23时37分，国铁北京局集团2021年首趟红色专列从北京站发

车。专列将在12天内途经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丙安古镇、茅台镇、重庆白公
馆等众多红色旅游景点，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宣传教育。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国铁北京局集团2021年
首趟红色专列北京开行

@老中小三代

未来5年人均预期寿命如何提高1岁？
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未来5年人均预期寿命要提高1岁。
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76.3岁提高到77.3岁。如何再提高1岁？

这需要老中小三代的共同努力。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4700
万，但入托率只有5%左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需要政策支持。

根据规划和目标纲要，国家将严格落实城镇小区
配套园政策，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
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鼓励幼儿园发展
托幼一体化服务，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同时，规划和目标纲要明确，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
善人口服务体系，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加强孕前孕产
期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减少儿童死亡和严重出
生缺陷发生，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从
2020年的1.8个提高到2025年的4.5个，增幅达150%。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对此，规划和
目标纲要作出要求，实施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有
效控制儿童肥胖和近视，保障学校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时间，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干预。

近年来，“保温杯里泡枸杞”成为年轻人“新时
尚”。但不容忽视的是，高血压、高血脂、心梗甚至癌症
等疾病的患病人群正趋于年轻化。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我国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
率已达50.7%，超重肥胖及膳食相关慢性病问题日趋
严重。

重大恶性疾病的死亡率也与人均预期寿命密切相
关。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表示，加大肿瘤早期
筛查力度，让更多病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能有效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在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节约大量
社会资源。

推动健康关口前移，规划和目标纲要提出，开展全民
健身和控烟限酒两大行动，强化慢性病预防、早期筛查和
综合干预。国家将新建、改扩建1000个左右的体育公
园，扩大体育消费，发展健身休闲、户外运动等体育产业。

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健康服务，规划和目
标纲要已明确，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提高
到3.2人，拥有注册护士数提高到3.8人，养老机构护
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55%。

为了让老年人群获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未来
国家将支持200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
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配备辅助器具和防走失装
置，支持500个区县建设连锁化运营、标准化管理的
示范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提供失能护理、日间
照料等服务。

“近年来，国际上对人群健康的评价，不仅关注人
均预期寿命的年限，更关注生命质量的改善和健康寿
命的延长。”南京医科大学健康江苏研究院首席专家陈
家应认为，“我们不仅要提高1岁的寿命，还要健康地
享受这1岁的寿命。”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陈席元 彭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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