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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澄迈热度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27000021148）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石文军）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霄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白丽华），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云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王浩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云算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王洪景），声明作废。

●海南祥颐共生旅居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
水县英州镇赤岭风景区碧桂园珊
瑚宫殿二期海悦天三街2座701
房的房产证一本，证号：琼〔2018〕
陵水县不动产权第0003176号，
声明作废。
●海南祥颐共生旅居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
水县英州镇赤岭风景区碧桂园珊
瑚宫殿二期海悦天三街2座2008
房的房产证一本，证号：琼〔2018〕
陵水县不动产权第0003316号，
声明作废。
●海南祥颐共生旅居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
水县英州镇赤岭风景区碧桂园珊
瑚宫殿二期海悦天三街2座2108
房的房产证一本，证号：琼〔2018〕
陵水县不动产权第0003174号，
声明作废。
●海南祥颐共生旅居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
水县英州镇赤岭风景区碧桂园珊
瑚宫殿二期海悦天三街2座2505
房的房产证一本，证号：琼〔2018〕
陵水县不动产权第0003189号，
声明作废。
●东方威武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九
龙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6905801， 账 号 ：
2201078109200027753，现声明
作废。
●海南毕仑印务有限公司遗失开
具给海口市琼山第二中学的海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46002100104，发 票 号 码 ：
07784758，发 票 价 税 合 计 ：
7710.00元，特此声明。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20330-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5日上午
10时至 2022年 5月 6日上午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
卖平台（https://auction.jd.com/
haiguan.html）按现状净价公开
拍卖：儋州市那大镇安置区北二路
15 号北路（1）朝西的一套住宅
房。参考价：94.464万元；竞买保
证金：18万元。展示时间：4月27
日～28日。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
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电话：15607579889，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
主楼41层。

减资公告
海南棚前记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
MA5U1YFR87）经决议将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3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新外滩青少年高尔夫俱乐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MJP1168174）拟 向 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部办
理相关事宜。

更名减资公告
文昌市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
A5TG3WCX3）经公司股东会议
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由“文
昌市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
更为“文昌市金马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并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 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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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电话：17763989902。

● 郭 仁 兰（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5202035627）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6104209070004J，特此声
明。
●昌江石碌乐盛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90261955083，声明作废。
●张鹏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
东县九所镇龙栖湾国家旅游度假
区7幢2-901号的房屋产权证，证
号：乐字第SPF201501883号，现
声明作废。
●文昌航天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698916052W）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和舍镇工会委员会遗失
海南临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和舍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1006513300000169，核 准 号 ：
J6410012964401，声明作废。
●临高县和舍镇工会委员会遗失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证号：工法证
字第211200120号，声明作废。
● 毛 业 俊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3199211240014）不慎遗失
海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原件一份，档案号：BZ954，登记顺
序号：1248，现场编号：B1-49；海
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购买住房之房号确认单一份，
声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镇美巢村委会都香
村民小组遗失临高农商银行多文
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1444001，声明作废。
●马崇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02485567，注 册 编 号 ：琼
246212107478，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 约 有 1 天 ，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
在海口市琼山区府
城镇朱云路云露里

公庙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
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
法安置。联系电话：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22年3月29日

减资公告
中泰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A9
2JRD4Q）经股东会议决定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0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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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经理，电话：19119051491。

遗失声明
保亭七星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号码为琼D1178学，证号：
469029060054；车 牌 号 为 琼
D0338学，证号：469029060052；
车牌号码为琼 D6855 学，证号：
469029060226；牌 号 码 为 琼
D5650 学，证号：469029060225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正
本、副本，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朝阳都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
分行不慎遗失儋州市在建工程（期
房）抵押登记证明一份，编号：
201800300，特此声明作废。
●王妚娥遗失坐落于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南仲村委会南仲村五
组林权证，证号：白府林证字
〔2008〕第20370号，声明作废。
●文华（于2022年2月28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24197110011359，特此声明。
●王宇超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委大
院65栋401房的房产证，证号：房
权证东字第00010012号，声明作
废。
●吕蒙、吕发图不慎遗失东方广华
实业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一张，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 F9 栋
105房，收据编号：DF0001269，金
额：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叁号椰子鸡餐饮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460108202712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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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20330-1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4月14日上
午10时至2022年4月15日上午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
拍 卖 平 台（https://auction.jd.
com/haiguan.html）按现状公开
拍卖：罚没的涉黑涉恶团伙涉案财
产：手机一批（分4组）；电脑、显示
屏、主机一批（分2组）；摩托车1
辆、电动车2辆。展示时间：4月6
日～7日。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
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电话：15607579889；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
主楼4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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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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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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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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三亚湾路旺铺招租或合作
位于三亚湾路，海景40亩，有产权
证，现有婚纱影楼招租或合作。联
系方式：15008035216（吕小姐）；
15091913939（张先生）。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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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黎族自治县城乡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遗失坐落于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粮油路南侧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白国用〔2014〕第
207号，声明作废。
●黄玉君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
336栋2904号房的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01956461，金 额 ：
517387元，声明作废。
●椰林镇城内村委会第四经济合
作社（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城内
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坐
落于城内村委会的集体土地所有
证，证号：陵集有（椰）第00910号，
声明作废。
●海南泰世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海通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法人章（吴娟）各一枚，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能哥餐饮店（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TFK8C89）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 ，许
可证编号：JY24601091953597，
声明作废。
●杨秀雅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宾王村委会5队的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2〕0080号，声明作废。
● 文 玉 龙（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6903084813）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 证 编 号 ：
469026101206130009J，流水号：
012224，特此声明。
●海南海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出 售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
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
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
见》全文如下。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供需有效
衔接的重要保障，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坚
实基础，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高效畅通、构
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
成新发展格局，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
信用理念、信用制度、信用手段与国民
经济体系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进一
步发挥信用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
作用，为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保障。

（二）工作要求。立足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整体布局、突出重点，有序推进
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信用建设。积极
探索创新，运用信用理念和方式解决制
约经济社会运行的难点、堵点、痛点问
题。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纳入
法治轨道，规范完善各领域各环节信用
措施，切实保护各类主体合法权益。充
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征
信市场积极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组织协
调、示范引领、监督管理作用，形成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合力。

二、以健全的信用机制
畅通国内大循环

（三）强化科研诚信建设和知识产权
保护。全面推行科研诚信承诺制，加强
对科研活动全过程诚信审核，提升科研
机构和科研人员诚信意识。依法查处抄
袭、剽窃、伪造、篡改等违背科研诚信要
求的行为，打击论文买卖“黑色产业
链”。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鼓励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机制，探索开展
知识产权领域信用评价。健全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商标抢注、
非正常专利申请等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
力度，净化知识产权交易市场。

（四）推进质量和品牌信用建设。

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强化计量、标
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诚信要
求，扩大国内市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
给，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水平。
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推动企业将守
法诚信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各环节，加
强中华老字号和地理标志保护，培育一
大批诚信经营、守信践诺的标杆企业。

（五）完善流通分配等环节信用制
度。准确评判信用状况，提升资源配
置使用效率。加快建设覆盖线上线下
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健全市场主体
信誉机制，提升企业合同履约水平。
实行纳税申报信用承诺制，提升纳税
人诚信意识。依法打击骗取最低生活
保障金、社会保险待遇、保障性住房等
行为。建立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制度。推进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建立慈善组织活动异常名录，防治
诈捐、骗捐，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依
法惩戒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失信行为，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六）打造诚信消费投资环境。鼓
励探索运用信用手段释放消费潜力，
在医疗、养老、家政、旅游、购物等领域
实施“信用+”工程。依法打击制假售
假、违法广告、虚假宣传等行为，加强
预付费消费监管，对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失信联合惩戒；
对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的，依法实施市
场禁入。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
设，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商引资
等活动中依法诚信履约，增强投资者
信心。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
度，完善治理拖欠账款等行为长效机
制。推广涉企审批告知承诺制。加强
司法公信建设，加大推动被执行人积
极履行义务力度，依法惩治虚假诉讼。

（七）完善生态环保信用制度。全
面实施环保、水土保持等领域信用评
价，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共享运用。深
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推动
相关企事业单位依法披露环境信息。
聚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完善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加强
登记、交易、结算、核查等环节信用监
管。发挥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作用，
建立健全对排放单位弄虚作假、中介
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有效管理和约束机制。

（八）加强各类主体信用建设。围
绕市场经济运行各领域各环节，对参
与市场活动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
组织、机关事业单位以及自然人等各
类主体，依法加强信用建设。不断完
善信用记录，强化信用约束，建立健全
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想失信长效机
制，使诚实守信成为市场运行的价值
导向和各类主体的自觉追求。

三、以良好的信用环境
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

（九）优化进出口信用管理。引导
外贸企业深耕国际市场，加强品牌、质
量建设。高水平推进“经认证的经营
者”（AEO）国际互认合作；高质量推
进海关信用制度建设，推动差别化监
管措施落实，提升高级认证企业“获得
感”；建立进出口海关监管领域信用修
复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制度，打造诚
实守信的进出口营商环境。用足用好
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外贸政策
工具，适度放宽承保和理赔条件。

（十）加强国际双向投资及对外合
作信用建设。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及
其实施条例，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投
资合法权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
作力度，保持和提升对外商投资的吸引
力。加强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
外援助等领域信用建设，加强信用信息
采集、共享、应用，推广应用电子证照，
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进一步
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境外投资备案核
准制度，优化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完善
对外投资报告制度，完善对外承包工程
项目备案报告管理和特定项目立项管
理，将违法违规行为列入信用记录，加
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

（十一）积极参与信用领域国际治
理。积极履行同各国达成的多边和双
边经贸协议，按照扩大开放要求和我国
需要推进修订法律法规。在信用领域
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
体系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四、以坚实的信用基础
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十二）创新信用融资服务和产
品。发展普惠金融，扩大信用贷款规
模，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
资难题。加强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
息共享整合，推广基于信息共享和大
数据开发利用的“信易贷”模式，深化

“银税互动”、“银商合作”机制建设。
鼓励银行创新服务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三农”、生态环保、外贸等专
项领域信贷产品，发展订单、仓单、保
单、存货、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规范发展消费信贷。

（十三）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
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法治和诚信基础，
健全资本市场诚信档案，增强信用意识

和契约精神。压实相关主体信息披露
责任，提升市场透明度。建立资本市场
行政许可信用承诺制度，提高办理效
率。督促中介服务机构勤勉尽责，提升
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严格执行强制退
市制度，建立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良性
循环机制。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打造
诚实守信的金融生态环境。

（十四）强化市场信用约束。充分
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监测、管
理、处置等环节的作用，建立健全“早
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风险防范化
解机制。支持金融机构和征信、评级
等机构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强跟踪监
测预警，健全市场化的风险分担、缓
释、补偿机制。坚持“严监管、零容
忍”，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欺诈发
行、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
重大违法案件，加大对侵占挪用基金
财产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健全债务
违约处置机制，依法严惩逃废债行
为。加强网络借贷领域失信惩戒。完
善市场退出机制，对资不抵债失去清
偿能力的企业可依法破产重整或清
算，探索建立企业强制退出制度。

五、以有效的信用监管
和信用服务提升全社会诚
信水平

（十五）健全信用基础设施。统筹
推进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加快信
用信息共享步伐，构建形成覆盖全部
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
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建立标准统
一、权威准确的信用档案。充分发挥

“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站、社
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信息公开
作用。进一步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提高数据覆盖面和质量。

（十六）创新信用监管。加快健全
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建立
健全信用承诺制度。全面建立企业信
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以信用风险为导
向优化配置监管资源，在食品药品、工
程建设、招标投标、安全生产、消防安
全、医疗卫生、生态环保、价格、统计、财
政性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推进信用分
级分类监管，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
性。深入开展专项治理，着力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诚信缺失问题。

（十七）培育专业信用服务机构。
加快建立公共信用服务机构和市场化
信用服务机构相互补充、信用信息基础
服务与增值服务相辅相成的信用服务
体系。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各级有关部
门以及公共信用服务机构依法开放数
据，支持征信、评级、担保、保理、信用管

理咨询等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发展。
加快征信业市场化改革步伐，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加强信
用服务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促进有序
竞争，提升行业诚信水平。

（十八）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崇
尚诚信、践行诚信的良好风尚。引导行
业协会商会加强诚信自律，支持新闻媒
体开展诚信宣传和舆论监督，鼓励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诚信建设活动。深化互
联网诚信建设。依法推进个人诚信建
设，着力开展青少年、企业家以及专业
服务机构与中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婚
姻登记当事人等群体诚信教育，加强定
向医学生、师范生等就业履约管理。强
化信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六、加强组织实施

（十九）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
强党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领
导。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
制，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高质量发
展综合绩效评价，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
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要
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
实履行责任，形成工作合力。

（二十）强化制度保障。加快推动
出台社会信用方面的综合性、基础性
法律，修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等行政法规。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在立
法权限内制定社会信用相关地方性法
规。建立健全信用承诺、信用评价、信
用分级分类监管、信用激励惩戒、信用
修复等制度。完善信用标准体系。

（二十一）坚持稳慎适度。编制全
国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和失
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准确界定信用
信息记录、归集、共享、公开范围和失
信惩戒措施适用范围。根据失信行为
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轻重适度的惩
戒措施，确保过惩相当。

（二十二）推进试点示范。统筹抓
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
重点在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信用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完
善信用法治等方面开展实践探索。鼓
励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先行先试，及时总
结推广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

（二十三）加强安全保护。严格落
实信息安全保护责任，规范信用信息
查询使用权限和程序，加强信用领域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管理。依法保护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贯彻实施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维护个人信息
合法权益。依法监管信用信息跨境流
动，防止信息外流损害国家安全。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

国办印发《“十四五”
中医药发展规划》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对“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中西医并重，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
程，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激活力，推进中医药
和现代科学相结合，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和走向世界，为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发展的基本
原则，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遵循发展规律，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坚持统筹协调推进。《规划》提
出，到202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医药
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
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规划》提出了中医药服务
体系、特色人才队伍、传承创新、产业和健康服务
业、文化、开放发展、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具体发展
目标，以及十五项主要发展指标。

《规划》部署了十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建设优
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
力，建设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高水平中医
药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中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推动中医药文化
繁荣发展，加快中医药开放发展，深化中医药领域
改革以及强化中医药发展支撑保障，并安排了十
一类共四十四项重大工程项目。

《规划》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国务院中
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统筹职能；强化投
入保障，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发展多元化投入机制；
健全实施机制，强化规划编制实施的制度保障；注
重宣传引导，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中医药
发展的良好格局。

3月29日17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搭载发射的
浦江二号和天鲲二号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了解，长征六号改运载
火箭是我国新一代无毒无污染运载火箭，是我国
首型固体捆绑运载火箭，用于发射太阳同步轨道
卫星。 新华社发（郑斌 摄）

我国首型固体捆绑运载火箭
长征六号改首飞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