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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智佰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春香土窖海鲜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一本，编号：

JY24601070006077，现 声 明 作

废。

减资公告
海南恒瑞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200万元整，债权债务不变。特
此公告。

海南恒瑞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7日

减资公告
南瑞丰航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200万元整，债权债务不变。特此
公告。

海南瑞丰航运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7日

AAAA景区百花岭下

寻找高端酒店投资人
中域·百花谷地处海南自贸港中部

交通枢纽，北靠2500万平方米百

花岭森林公园，正当人流汇聚之

所。区域内精品旅游酒店市场环

境良好、发展前景广大，现诚意寻

找高端酒店投资人，合作请联

系：13518820114（黄总）

减资公告
揽途（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由美元1920万元整减少至美元

20万元整，债权债务不变。特此

公告。

揽途（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7日

●儋州雁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公

司世纪海岸店遗失水电押金票一

张，票号为：2001880声明作废。

●孙秀娥于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

证号：460029197603060046，有

效期限：2008.03.12-2028.03.12，

特此声明。

典 当 遗 失通 知 减资注销 减资公告
洋浦泰隆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100万元整，债权债务不变。特
此公告。

洋浦泰隆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7日

减资公告
洋浦旺鑫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100万元整，债权债务不变。特
此公告。

洋浦旺鑫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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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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通知
彭金林（身份证号码：43300119****

1035），你无故连续旷工多日，请你

自该通知见报15日内返回单位办

理相关手续，如逾期不回，将按有

关规定处理。

海口机辆轮渡段

2022年2月17日

商 业

广告·热线：66810888

工厂里，机械臂智能操作，生产流
程一“键”触达；“云端”上，实时传送的
数据，不断优化供应链配置，降低库存
压力……今天，智能化的操作颠覆了
人们对传统制造的认知。

不只是生产在转型。从新型材
料、动力电池到新能源汽车、高端装
备，与日俱增的创新能力，不断夯实工
业基础，激发起发展的潜力与动能。

2022年，锚定高质量发展，制造
业加快强筋壮骨，不断铸就发展引擎。

坚定创新，筑牢大国制
造根基

约50%增长——不断加大的研
发投入，在纳微科技董事长江必旺看
来，目标就是一个，进一步提升纳米微
球性能，拓展应用领域，持续保持领先
优势。

纳米微球“身量”虽小，作用却
大。因较强的光、电、磁等性能，作为
载体材料在生物制药、平板显示等诸
多产业起到关键作用。曾几何时，极
高技术门槛让这个材料面临“卡脖
子”，国内企业持之以恒创新，打破垄
断，我国在高性能微球领域拥有了话
语权和竞争优势。

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技术
和工艺等等，支撑着中国制造的“底
盘”。越是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发展，
越需要坚实的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小到一片材料、一个芯片，大到重大装
备、新型基础设施，创新始终是关键词。

特别是近年来，着眼于夯实工业基
础，关键领域创新力度持续加大——

发挥科技重大专项的带动作用，
实施挂图作战、“揭榜挂帅”；在重点领
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加
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系列

举措让中国制造“骨骼”更加强健，产
业创新能力加快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
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

2022年，聚焦补链强链，提升产业
整体竞争力，创新的投入不断提升——

调整状态，努力练就“独门绝技”，
列入很多企业虎年“任务单”。促进工
业稳增长，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坚持纾困解难强帮扶与支持创新
促升级两手抓，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

“2022年，将更加注重从产业链
角度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加速
创新向各领域推进。”工信部副部长徐
晓兰说，目前，全国专精特新企业有4
万多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过
800家。2022年，力争新培育3000
家左右“小巨人”企业。

把握数字机遇，加快结
构优化升级

之前还要用强光手电筒肉眼检测
化纤丝，现在智能质检设备就能将异
常的产品送来复检。“一朵云”，改变了
化纤制造工厂的生产模式。

借助百度智能云将光学成像与算
法结合，恒逸石化实现产品智能质检
和自动筛查。依靠数字技术，工厂效
率大幅提升。

通过5G、云、AI的协同创新，越
来越多的工厂、行业加快智能化进程。

京东工业品数据显示，虎年春节
后开工首周，在京东工业品平台上，工
业品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102%，其

中用于提升生产自动化程度的工控自
动化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288%。数
字化正加快融入生产、采购各环节。

把握数字化机遇，推动工业生产
的节能减排，也成为虎年新春很多行
业、企业的选择。

热电厂尝试在生产过程中嵌入人
工智能算法、数字孪生模型，降低排放
和成本；通过负荷排程系统优化排产，
石化工厂生产线对能源动力的消耗降
低；借助云平台掌握充电桩状态，新能
源车充电运维的效率不断提升……围
绕绿色转型的实践在展开。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5G+
工业互联网”已形成了20个典型应用
场景和10个重点行业领域的实践活
动。2022年，要将智能化作为突破口

和发力点，利用数字技术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紧扣高质量发展，扎扎
实实稳向前

2月7日，福建省第一季度重大项
目视频连线集中开工仪式在福州举
行。福建省发改委重点项目综合管理
处负责人郑强表示，本次开工的项目
中，福建省重点推进科技含量高、引领
性强的项目，助力产业链的补链强链，
推动形成产业集群。

上海市浦东新区近日发布生物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抢占新赛道、
培育新动能；江苏支持骨干企业牵头组
建创新联合体，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开展重大科技攻关；武汉城市圈九城携
手打造“光芯屏端网”万亿产业……

做强长板，补齐短板，紧扣高质量
发展，中国制造扎扎实实稳向前。

虎年新春伊始，工信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
用的实施方案》，大力推动钢铁、有色、
化工等重点行业工业固废源头减量。

在工业稳增长的同时，严把“绿色
关”；聚焦纾困减负，千方百计保市场
主体；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公
平的竞争环境……坚持问题导向，抓
实干谋实效，发展的新局面不断打开。

“我们既要筑牢工业核心竞争力
的三大基础——产业技术基础、创新
能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也要在三方
面形成亮点。”田玉龙说，要加快专精
特新企业成长步伐，使其成为提升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生力军，同时
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形成
对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全面拉动。

“这是2022年的主要任务，也是‘十四
五’时期的重点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
张辛欣）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强筋壮骨 铸就发展引擎
——制造业一线观察

面向航天科技前沿

深空探测实验室
揭牌成立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胡喆 魏冠
宇）承担探月工程四期、行星探测工程研制建设任
务，牵头论证和实施国际月球科研站、小行星防御
系统等重大工程项目……记者26日从国家航天
局获悉，深空探测实验室（天都实验室）近日正式
揭牌成立。

深空探测实验室由国家航天局、安徽省、中
国科大三方共建，是面向世界航天科技前沿和国
家航天强国战略需求，围绕深空探测领域国家重
大科技工程和国际大科学计划，开展战略性、前
瞻性、基础性研究，实现科学、技术、工程融合发
展的新型科技研发机构。深空探测实验室总部
设在合肥，分部设在北京，将围绕国家深空探测
领域重大工程任务，开展工程总体技术研究、新
兴交叉学科技术研究、空间科学谱系和总体研
究、基础前沿科学与技术研究，并积极开展科技
成果转化。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国家航天局将
按照实验室共建协议和组建方案，高质量推进实
验室建设运行，推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地方经
济社会融通发展，支持实验室承担探月工程四期、
行星探测工程研制建设任务，牵头论证和实施国
际月球科研站、小行星防御系统等重大工程项目，
研制建设以大科学装置为代表的深空探测领域大
型基础科研设施，培育发起月球科研站等国际大
科学计划和国际重大合作项目，支持实验室吸引
国内外高端人才聚集，开展先进技术成果落地转
化和产业应用。

关注北京冬残奥会

新华社河北崇礼 2 月 26 日电
（记者朱青 刘博 杨帆）在北京冬奥
会产生了 20 枚金牌的云顶滑雪公
园，场馆群无障碍经理张毅推着坐在
轮椅上的同事，细致检查着每一处无
障碍通道是否平整顺畅。他们正和
这里的数百位工作人员一起，为即将
在3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残奥会进行
转换期工作。

云顶滑雪公园将承担残奥单板滑
雪这一大项下障碍追逐和坡面回转两
个小项的比赛，届时将有8枚金牌在
这里产生。

“冬残奥会将有80余名来自22个
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来这里参赛。”云
顶滑雪公园残奥整合经理陈辰说，“我
们现在利用转换期正在对比赛场地设
施、场馆形象景观进行转换建设工作，
同时还为运动员、教练员、媒体记者和
观赛观众等群体打造四条无障碍流
线，届时将让所有来到云顶的人能全
方位感受到一个‘无碍’的冬残奥会。”

来自俄罗斯的罗曼·阿列克谢耶
夫斯基正在云顶滑雪公园的坡面回转
赛道上，精心修整出一道道冬残奥会
赛道特有的“月牙弯”。他和其他五名
来自不同国家的赛道专家已经工作了

两天。
“针对冬残奥会的比赛要求，需要

缩短赛道长度，降低出发的起点位置，
降低赛道难度。我们大约还需要三天
时间来做调整塑形工作。”他说，“工作
是辛苦的，但是想起冬残奥会运动员，
就为我们带来了精神力量。”

为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云顶
场馆群设置了矫形器、假肢与轮椅
维修中心。来自德国的维修技术人
员朱利安·纳普和几位同事将一起
在维修中心提供服务。“因为疫情的
原因，北京冬残奥会期间我们可能
需要在与运动员保持一定距离的情
况下提供服务，但我们已经做好了
充分准备，为运动员现场提供最快
的服务。”他说。

“无碍”只是起点，云顶滑雪公园的
转换期工作处处充满了“有爱”的细节：
在比赛出发区为运动员增设了取暖棚
和卫生间，让他们可以放心舒适地参
赛；增设低位服务台、升降机和无障碍
车辆等设施，让前来云顶的人在每一处
场所都能感受贴心和顺畅；还为媒体设
置了低位护栏采访区，为需要使用轮椅
的记者提供无障碍的采访环境。

对于云顶滑雪公园这个地势落差

很大的山地场馆来说，为了达到“无
感”的无障碍转换工作是种挑战。在
这里，数百位工作人员还将在冬残奥
会开幕前不断优化转换工作，并由无

障碍工作专业人士在一遍遍亲身体验
中检查和改善每一处细节。

“我们在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打造尽可能宽敞的无障碍坡道，对无

障碍环境尽可能地优化，我相信届时
运动员、技术官员、观众和残奥大家庭
的来宾，在云顶场馆都能感受到非常
良好的无障碍服务。”陈辰说。

来云顶滑雪公园 看冬残奥会因有爱变“无碍”

让假期不再成为
“第三个学期”
——教育部推动落实代表委员建议提案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胡浩）刚刚结
束的这个寒假，不少孩子感受到了明显变化，告别
各种学科补习班，假期不再是“第三个学期”。这
种变化，与教育部推动落实代表委员相关建议提
案分不开。

校外培训的野蛮生长，干扰了正常的校内教
育秩序，对冲了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反响强
烈的问题，也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心的话题。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高度重视代表
委员提出的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严格广告治理、推
进减负等建议提案，把“双减”作为“一号工程”重
点推进，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牵头建立19
个部门组成的“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校外治
理与校内提质联动，制度建设和监督检查并进，打
出政策落地“组合拳”。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审议通过。2021年 7
月，意见全文发布，鲜明作出“双减”部署。

2021年8月，教育部就“推动治理规范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重点督办建议召开工作座谈会，
邀请8位人大代表在线参会，共同“把脉问诊”校
外培训机构治理难题。

结合建议提案办理，教育部致力于把代表
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双减”工作的务实
举措，打通办理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总纲领，教育部会同
相关部门快速密集出台30余个配套文件，及时
提供政策供给和操作指导，实现全覆盖、全链条
治理，基本建立起“1+N”政策制度体系；指导各
地运用挂牌督学、社区网格员、网上巡查等方
式，查处隐形变异违规培训；完成“营转非”“备
改审”等，按期出台政府指导价；基本实现预收
费监管全覆盖，发出消费提醒，规范合同行为，
严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发生。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学科类培训机构线
下与线上机构压减率分别达91.45%、87.07%，培
训市场虚火大幅降温，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校内减负提质受到欢迎。

据统计，2021年，教育部共收到建议提案
2506件，较2020年增加4.9%，内容主要涉及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能
力、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
面，涵盖教育发展各个领域。教育部办理工作实
现了建议提案按时办结率100%。

重庆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使用智能化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作业。 新华社发

二月二十五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整理赛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