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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已于2020年12月3日10点至12月4日10点在淘
宝网阿里拍卖平台上进行了公开竞价活动，只有一个
人报名参与竞价，参与竞价次数为一次。根据相关规
定，现补发竞买公告如下：

资产名称：呼和浩特市兴皓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资产

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2,250.14万

元，该债权由鄂尔多斯市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
明、郭瑞芳、邵凤龙、高玉兰、刘永胜、郝二林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由邵凤龙、郭瑞芳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1）为邵凤龙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解放
滩镇中学房地产，房产部分为商业用途，面积为 2,
143.75平方米，其他为住宅用途，面积为1,335.05平方

米，面积合计3,478.80平方米；抵押土地面积44,450.27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住宅兼容商业用地。抵押物(2)为郭
瑞芳名下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柴榆线南、
鑫悦物流配送中心的房地产，房屋为二层结构，建筑面
积1,290.89平方米；土地面积726.3平方米，房产、土地
用途均为商业。

自公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如有意向竞买人，请
与我分公司联系，我分公司将安排二次公开竞价；若无
其他竞买人，本次拍卖我分公司将与唯一竞买人成交。

联系人：芦女士 楠先生
联系电话：0471-5618219 5618246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9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0年12月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资产竞买公告

●不慎将准格尔旗丰跃爆破有限责任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证书编号：（蒙）FM安许证字【2018】
005237号，有效期：2018年11月26日至2021年11月25日}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罗宏正购买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开具的 2号楼 1单元 1803室的购房发票两张（票号：
00354332，金额：257865元；票号：0035433，金额：990000元）日期2020年12月7日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上接第1版
为科研人员“松绑”、不断提高科研

人员奖励比例……5年来，一系列事关
科技发展的改革接连落地。创新，这个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经济转向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持续迸发耀眼光芒。

发展不只看“金山银山”，还要看
“绿水青山”。

2016年 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
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

两年后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行了全
面部署，要求到2020年使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

5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2019年单位GDP能耗比
2015年下降13.2%，全国337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污染防治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
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
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5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破解发展难题、
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如今，“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
完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迈上新台
阶，预计2020年GDP突破100万亿元，
人均GDP已迈入一万美元门槛，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推
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顺应时代潮流，把脉发展大势，透
过中央财经委员会这一平台，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断丰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引领着中国经济航船破浪远行。

人民至上，新部署推动民生新提升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

我们党在近百年奋斗征程中，带领人民
攻坚克难、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5年来，历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
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民生”成为鲜
明指向。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推行
垃圾分类、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
化、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规范住房租
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

2016年 12月 21日，6件事关百姓
民生的“小事”“身边事”成为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等6
个问题，都是大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
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

“小事”不“小”，事关民生，直抵民
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勤劳致富、艰苦
奋斗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不断提高生活水平。”2016年5月
1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
习近平总书记心里牵挂的一件大事。

2018年4月2日，新组成的中央财
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的议题
就是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
攻坚战。

“精准脱贫攻坚战已取得阶段性进
展，只能打赢打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上强调。这次会议围绕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作出更具体部署，确保扶贫举措
更精准有力。

2019年 4月 22日，距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还剩不到两年时间，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这次会议强调，要全面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把扶贫工作重心向深度贫困地
区聚焦，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
上，重点攻克“三保障”面临的最后堡
垒。

如今，随着日前贵州省宣布剩余的
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832
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胜利在望。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次次
会议部署，一项项真招实招，深刻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
念的时代内涵。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回望“十三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力量。

赢向未来，新格局重塑发展新优势
今年初冬，中国西南部，成都到重

庆客运专线正在加紧升级改造。不久
的将来，两地高铁出行将缩至1小时以
内，真正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在中国面向“十四五”和2035年的

新蓝图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赫然在列。继五大国家战略之
后，我国区域发展的“第二梯队”呼之欲
出，成渝则是“先发队员”。

今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作为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中国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

此前，在2019年 8月 26日召开的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区域经
济布局也是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
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
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
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着眼长远，赢向未来。
回望“十三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不断优化
国土空间布局，一个个国家重大战略打
通区域协调发展“经络”，各大区域板块
良性互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力。

如果说，区域战略是眼光向内，那
么扩大开放则是立足国内、放眼全球。

2017年 7月 17日，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召开第十六次会议，聚焦改善投资
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

“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
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

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宣示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决心。

累计与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
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举
办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积极推动
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5年来，我国对外开放走
向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
建。

内外融通，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开
辟新空间。

经济现代化，离不开产业链现代
化。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
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
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
针，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
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
业链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
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行专门部署，
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事实上，对于新发展格局，党中央
早有谋划。

2020年 4月 10日，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国
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
问题》为题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思想。

5个月后，9月9日召开的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统筹推进现代
流通体系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
有力支撑。

有外媒评价，构建新发展格局，是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抉择。

5年来，综观13次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其研究决策
的很多事项都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长期性、战略性大事。

政贵在行，事成于实。
2017年2月28日召开的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回顾总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
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今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党的
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策
部署落实情况。

“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复
杂严峻，很多问题必须从长远角度、战
略高度来谋划和推动解决。”

“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增强抓落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
好落实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
5年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

财经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加强和改善了
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形成了研究
分析、决策部署、推进落实的完整机制，
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的发展观和方法论
日臻成熟。

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更高
起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即将开启。不惧大风大浪、奋勇迎
风搏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巨轮必将乘风
破浪、行稳致远。

（记者 韩洁、刘红霞、齐中熙、陈炜
伟、周圆）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领航定向 破浪前行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胡喆 张泉

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
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基础研
究之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中央已多次强
调。

7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再次指明我国科技发展“大而不强”“基础
研究及原始创新薄弱”“一些关键技术亟
需突破”等问题，要求着力加强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以改革更大激发创新创
造活力。

很多方面不能“平地起高楼”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强
调，客观认清我国科技创新在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等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存
在的差距，很多方面不能“平地起高楼”。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近年
来，我国在铁基超导、量子信息等领域涌
现出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但
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明显，“从0
到1”的突破不多。

此前，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表示，更加注重原创导向，充分
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
引领作用。

“十三五”期间，我国出台《关于全面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制定《加
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实施
《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
等，都是意在把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

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突破口。
但基础研究的规律，决定其很难一

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
这次会议对此作出部署：科学来不

得半点虚假，要鼓励扑下身子，力戒浮躁
和急功近利，各方面齐心协力，扎实推动
创新型国家建设。

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勤于和善
于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借鉴相关经验，结
合自身创新创造，取得更多成果。

要明显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比重
稳稳落在月面、完成自主采样、从

月面起飞、在月轨交会对接……近期，
嫦娥五号连续完成一系列“复杂高难度
动作”，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首
次”。

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探海，一
系列科技成果的涌现，与投入增长密不可
分。“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从1.42万亿元增长到2.21万亿元，
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23%，超
过欧盟15个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曲
线也迅速上扬，从2015年的716亿元增
长到2019年的1335.6亿元，年均增幅达
到16.9%。

不过，从占比来看，我国基础研究投
入占全社会研发总投入的比重在2019年
刚刚首次突破6%。世界上主要创新型国
家的这一比重大多在15%以上。

多年来，科学界对提高基础研究经
费占研发总投入比重的呼声不断，并建议
在加大财政直接投入的同时，构建多元投

入、开放合作的科学基金体系。
对此，此次会议明确要求，在用好

财政资金的同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渠道持续增加投入，
明显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
经费比重。

甘坐冷板凳，也有更大自主权
“好奇心”“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

剑”“自由探索、厚积薄发”等等，都是基础
研究内在规律的表现，得到科技工作者和
决策者的高度认同。

此次会议专门提出，对科研人员从
事基础研究要完善待遇等政策，不提不合
理的硬性时间要求。

一方面鼓励、褒扬科研人员甘坐冷
板凳，一方面也需要根据基础研究特点，
营造相对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让科研人
员可以集中精力潜心研究。

科学界一直在呼吁，基础研究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原创性越强，不确定性
就越大。要避免把需要长期摸索和积累
的基础研究过程，作工程式的碎片化处
理。

为此，我国近年来不断改革完善科
研评价制度，出台破除“唯论文、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系列措施，为科研人员松
绑减负，推动解决表格多、报销繁、检查多
等问题。

此次会议再次作出要求：持续深化
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快破除不合
理的管理规定和制度，使科研团队有更
大自主权、省心办事。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扑下身子、力戒浮躁
我国科技创新着力“强基石”

□新华社记者

他们虽然年轻，但肩上的责任却
并不“轻”，“人民警察”四个字给他们
的青春赋予了沉甸甸的力量。这是一
份崇高而神圣的职业，更是一种不断
拼搏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青春
是在理想的跑道上收获成长，是与人
民群众心手相连。

【她：带犬女刑警徐方芳】
她的职业很酷，也很辛苦。
直到如今，36岁的带犬女刑警徐

方芳回想起第一次出现场的经历，仍
旧历历在目。

那是一次缉毒行动。根据前期掌
握的情况，嫌疑人携带的电脑包、行李
箱和双肩背中，有一件很可能藏匿了
毒品，其中电脑包的概率最大。

带着刚经过近半年搜毒训练的
“战友”——警犬“巍巍”，徐方芳开始
了侦查。然而在近五分钟搜索中，“巍
巍”并没有对电脑包做出反应，而是趴
在行李箱旁示警。开箱查验后，却没
有发现毒品。“难道第一次出警就错
了？”徐方芳很快申请了第二次搜索，
结果“巍巍”继续对行李箱做出示警。

“我相信它，这里面肯定有东西。”
徐方芳坚定地说，经过拆箱检查后，箱
子里果然发现了夹层，里面藏匿着重
达1公斤的海洛因。

这段难忘的经历，让徐方芳有了
发自内心的笃定和信心。在后来参与
的各类百余起刑事案件中，她累计携
犬查获物证30余件、毒品6000余克，
为案件破获提供了大量可靠证据线
索。

2018年，徐方芳带领警犬“十天”
参加第五届全国警犬技术比赛搜毒科
目比赛，从160多名参赛队员中脱颖而
出，夺得比赛冠军。她还创新新型炸
药搜索训练和双犬复合式搜索模式等
警犬技术训练使用研究，填补了多项
警犬技术使用领域空白。现在的她一

人带五犬，成了队里带犬最多的训导
员。

【他：扫黑斗士冯明杰】
别人说他“一路开挂”，他认为不

过是厚积薄发。
随着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进入收官阶段，不少年轻扫黑斗士
的身影令人瞩目。

今年6月 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国徽高悬，法庭庄严。一份长达
980页的一审判决书，宣告了李绍林涉
黑团伙的覆灭。

为这个案件忙活了近4年的冯明
杰并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对于他而
言，工作已经翻篇，需要开始为另一个
专案忙碌了。

今年34岁的冯明杰是广州市公安
局刑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四大队
只干一件事——扫黑。私下里，队员
们更多叫冯明杰“黑仔”，倒不是他长
得黑，而是因为他抓的案子都是难啃
的硬骨头。

自2010年来到四大队，冯明杰一
直很忙，加班是家常便饭，曾经最长1
个多月没有回家。别人眼里属于“疑
难杂症”的涉黑案，在他看来却觉得很
有意思。

“过程有多煎熬，成就感就会有多
大。”冯明杰说着点开一段视频，视频
里是一群人在巷道里放鞭炮，夹杂着
拍摄者的笑声。原来这是前段时间他
们在当地打掉一个涉黑组织后，群众
在自发庆祝。

“大家一直讲获得感，我觉得这就
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是我最
大的成就感。”他说。

近三年来，冯明杰和战友们自主、
参与侦破涉黑案件31宗，查封、冻结涉
黑财产近30亿元。他先后荣立个人二
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2次，被评为广
州市公安局优秀青年卫士、青年岗位
能手。

【他：指纹猎手易昭伟】
与惊险的抓捕现场相比，从一条

条黑白纹线中探寻奥秘同样令他“热
血沸腾”。

“80后”刑警易昭伟的大部分工作
场景似乎要“平静”许多，但这并不妨
碍他成为一名敏锐的猎手——作为重
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一名指纹技术
刑警，参加工作13年来，他和多达20
余万枚指纹打过交道，共比中各类案
件3000余件，其中命案积案30余件。

易昭伟对指纹研究近乎痴迷。一
枚小小的指纹上，他可以标记出几十
个特征点，有时候对着电脑屏幕一盯
就是数小时，为了分析一枚残缺指纹，
耗时数月更是常态。

“吃饭睡觉都印在脑海里，一旦有
新发现，整个人都能兴奋好几天。”易
昭伟说。

2017年 3月，易昭伟被公安部刑
侦局“点名”，以专家身份抽调参加

“1995—2007宁绍系列持枪抢劫杀人
案”现场指纹比对工作，这是一起社会
影响大、群众关注度极高的恶性案件。

在全国专家组中，易昭伟年龄最
小、资历最浅，但他心无旁骛投入工
作，并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比对出隐
匿了20年的犯罪嫌疑人。这次出征，
易昭伟的表现受到各方一致肯定，被
公安部授予个人一等功。

“这段成长经历令我受益匪浅，也
让我信心更足。”在易昭伟看来，青年
阶段最需要的是沉下心来，求真学问、
练真本领。为了不断提升自己，他经
常加班到夜深人静，因为这是“精力最
集中”的时候，一瓶眼药水、一杯咖啡，
也成为他工作的“标配”。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把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
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在徐方芳、冯明
杰、易昭伟看来，这对自己的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履行好一名人民警
察职责，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他们内
心笃定，重任在肩，更要不辱使命。

（记者 熊丰、周闻韬、鲁畅、毛
鑫）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年轻就要“燃”一把
——青春在警徽下闪耀

12月8日拍摄的2020深圳全球招商大会现场。当日，深圳市举行2020深圳全球招商大会，并在五大洲8座城市举行分会
场，共洽谈签约项目242个，涉及投资总额超人民币7800亿元。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2020深圳全球招商大会吸引投资总额超78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