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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记者
金地 董瑞丰）一枚保存得近乎完整的
古人类头骨，揭开了人类演化的哪些奥
秘？最近，基于对一枚在黑龙江哈尔滨
发现的、目前已知最大的人属头骨化石
的研究，由中英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
对外公布发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且其
所属的支系，可能与现代人有着最近的
亲缘关系。因化石在黑龙江发现，科学
家将这个新的人种命名为“龙人”。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学术期刊
《创新》上。

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历史上，曾存在
过多个早期人种，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智
人也是其中之一。龙人有何特别之处？

参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倪喜军介绍，
这枚龙人头骨“年龄”在距今14.6万年
至30.9万年之间，兼具原始与进步的特
征。比如，它既有大而方的眼眶、厚长

的眉脊等原始特征，也同时具有较矮而
平的颧骨。

据介绍，这枚头骨十分巨大，体量
比智人头骨大五分之一左右；脑容量有
1420毫升，与智人相当，这意味着龙人
已拥有相当高的智力水平。龙人有可
能曾广泛分布于亚洲北方，研究者推
测，这枚头骨属于一名约50岁或更年
轻的男性，他非常强壮，适应高纬度地
区的寒冷气候，和智人一样以狩猎、采
集，甚至捕鱼为生。

龙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此前，另
一种古人类——尼安德特人被认为与
智人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而此次研
究提出，龙人和在甘肃发现的夏河人、
在陕西发现的大荔人等属于一个支系，
即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支系和
智人的关系更加亲近。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尼安德特
人、智人、龙人的分异发生得比想象

中更早。这三者曾有着共同的祖先，
在约 100 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先分异
出去，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成为一
个独立的人种。在约95万年前，智人
与龙人又分异成为两个不同的人
种。”倪喜军说。这极大冲击了此前
学界认为的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在约
60万年前分异的观点。

同时，倪喜军介绍，智人和龙人的
共同祖先或许起源于非洲，但曾多次迁
移扩散。智人在约 20万年前走出非
洲，而在此之前，龙人所属的支系在亚
洲可能已经演化了数十万年。可以推
测，在扩散过程中，智人和龙人或许曾
相遇过，甚至有过DNA的交换。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研究团队称龙
人是一个新的人种，但一些疑问仍需得
到进一步的解答。比如，在本次研究
中，夏河人被认为与龙人属于同一支
系。而此前的一些研究中，夏河人被认

为属于另一支神秘的古人类种群——
丹尼索瓦人。

那么，丹尼索瓦人和龙人会是一种
人吗？对于这个问题，倪喜军解释，丹
尼索瓦人并不是被正式命名的一个人
种，因发现于俄罗斯的丹尼索瓦洞而得
名。目前在丹尼索瓦洞发现的化石都
非常破碎，没有发现头骨。这两者的关
系尚无定论，需要更多新发现、新证据
的支撑。

该研究由来自河北地质大学、中科
院古脊椎所、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的
研究人员共同完成。

中英科学家对外公布发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龙人”

7月 5日 7时 28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05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风云三号05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包括不限于拍卖、竞价等），具
体情况如下：

1.内蒙古山路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截
至2021年 5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722.45万元（最终
债权转让金额以分公司处置时点数据为准）。债务人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该债权由倪明镜、王淑英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由包头市山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
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沟门镇纳太村新型工业园区内的工
业用地及工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其中土地面积 106,
620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4,359.65平方米。同时
由债务人持有的位于包头市土右旗九峰山管委会老窝铺
村磴场煤厂100万吨煤炭提供质押担保。该项目公告有
效期为10个工作日。

项目联系人：楠先生 芦女士
联系电话：0471—5618246 0471—5618219
电子邮件：nanding@cinda.com.cn

lubin@cinda.com.cn
2. 乌海市中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3,399.71万元（最终债
权转让金额以分公司处置时点数据为准）。债务人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该债权由张世琛、刘丽萍、苏
子林和李秀英（曾用名张美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内蒙
古金和泰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巴彦乌
素大街十五街坊的金和泰会所的5,909.67平方米商业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该项目公告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

项目联系人：路先生 卢女士
联系电话：0471—5618247 0471—5618243
电子邮件：luchao@cinda.com.cn

lunan@cinda.com.cn
3.内蒙古宏泰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

包，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7,
018.56万元（最终债权转让金额以分公司处置时点数据
为准）。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等地区。该项目公告有效期为15个
工作日。

项目联系人：高先生 赛先生
联系电话：0471—5618218 0471—5618245
电子邮件：feigao@cinda.com.cn

saifu@cinda.com.cn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均为具有良好信誉和一定资金

实力的法人、自然人、非法人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
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处置标的所涉及的债
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
法规不得收购、受让处置标的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

上述资产有关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均与项目公告有效期相同，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联系。

分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
大街5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471—56182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fukaiq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1年7月6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不慎将额济纳旗人民法院警用车辆(蒙MA032警）的车辆行驶证丢失，
声明作废。

6月26日，“永远跟党走——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
保战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在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举办。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慧宇
在致辞中表示，百年风华，筚路蓝缕；百年创业，苦难辉
煌。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从落后
时代、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实践，开启了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要坚决秉承“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时代方向，大
力发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定力，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兴起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潮。

文艺演出聚焦主题、鲜明基调，突出党的领导是历
史和人民的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唱响
中国共产党好的昂扬旋律。文艺演出在《祖国不会忘
记》的歌声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紧扣时代脉搏，贯穿

“永远跟党走”主题，演唱、诗朗诵、沙画、舞蹈等多种形
式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弘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抒发对党和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和美好
祝愿，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动人的歌声响彻大厅，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让
中国更美丽》《永远跟党走》《赞歌》《共筑中国梦》《幸福

中国一起走》，催人奋进的旋律，展现了自治区生态环保
战线昂扬向上、勇于担当、奋发作为的精神面貌和时代
风采，齐心凝聚建设美丽内蒙古、美丽中国的奋进力量，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自治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全体演唱的《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引起了全场的共鸣，大家齐声高
唱，用嘹亮歌声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祝福伟大祖
国蒸蒸日上、繁荣昌盛。

“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将文艺与党史学习
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让大家在歌声中重温党的光辉历
程，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
史和人民的选择，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
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的工作热情，凝聚起共同守护内蒙古美丽家园的磅礴力
量。”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白
志峰说。 (杨爱群 李俊伟)

内蒙古生态环保战线举办文艺演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新华社评论员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
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鉴往知来，
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和世界意义，为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强大信心
和力量。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
结论。社会主义中国不走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老路，不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模
式，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总结经验教训、
借鉴人类文明，敢闯敢试，走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之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
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
得的根本成就，来得极其不易。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
成功之路，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
运。我们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开辟了光明前景，也拓展了发展中国
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
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
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这种文明新形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

会全面进步，开创了发展新模式；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把和平共处、互
利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多边主义，
反对零和博弈、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积
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证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有效率、又最
讲公平，促进物的不断丰富，又增强人
民的精神力量，造福中国，又惠及世界，
开辟出一条文明发展新道路，为人类文
明进步带来了新希望。

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坚定不
移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
大事业，又是我们开创未来的根本保
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一篇大文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任
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新
的征程上，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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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彰显巨大优越性和
强大生命力。

中华民族拥有在 5000 多年历史演
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
百年奋斗实践和 70 多年执政兴国经
验。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发
展大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我们对中
国的明天更加充满自信。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沿着自己选择的
道路昂首阔步走下去，以奋斗姿态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开放
心态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
益成果，创造新时代中国发展新辉煌，
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央宣
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和
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5日在京联合举
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党史学习
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作宣讲报告。

曲青山在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
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深入解读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
成就、宝贵经验和实践启示，解读伟大
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解
读在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根本要求，同时围绕讲话中提出的一
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进行了系统
讲解。

报告深入浅出、内容丰富、通俗易
懂，帮助听众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大家
表示，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
号召，认真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在新的征程上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着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部长王晓晖主持。党史学习教
育中央宣讲团成员，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在京党政机关干
部、中央企业有关负责人、北京市干部
群众代表、理论工作者代表等，共800
余人参加报告会。

据了解，从 7月 5日起到本月中
旬，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围
绕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将连续作7场
专题宣讲报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7月 5日电 （记者
孙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5日举行中
外媒体吹风会。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
介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6日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领导人峰会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郭业洲表示，此次峰会是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面向国际社会、特别是
面向全球政党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人
类前途命运的关切和关心，积极回应
各国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并同
与会世界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
人一道，共商团结合作与未来发展大
计，这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和世
界政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
要意义。

郭业洲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与世纪疫情叠加交织，人类社会正处
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
记同与会世界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领
导人，克服疫情和时差影响，超越文
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相聚在一
起，围绕为人民谋幸福的共同目标，积
极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求索，携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引领当前
世界发展走向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具
有重要意义。

郭业洲表示，此次峰会是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同全球政党领导人举行线
上会晤，也是中国共产党迄今主办的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政党峰
会，有利于推动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

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深化多
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
作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各国政党对话
交往、团结协作的水平。

郭业洲表示，2017年，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倡议
将对话会机制化，受到各国各类政党
的普遍欢迎。随后，我们在高层对话
会框架下举办了各个层级、各个领域
的专题对话会、理论研讨会、政策宣介
会。此次峰会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交流合作的创新发展，为高层对话
会机制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注入了
前进动力。

关于峰会主要安排，郭业洲介绍，
此次峰会主题为“为人民谋幸福：政党
的责任”。目前，已有160多个国家的
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以
及逾万名外国政党代表报名参会，130
多个国家驻华大使和临时代办将线下
参会，上海、陕西延安、广东深圳、福建
宁德和浙江安吉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
征程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地点将设
立地方分会场。此外，峰会还将通过
电视和网络等渠道，以多种语言面向
全球进行直播。

关于峰会进展情况和预期成果，
郭业洲表示，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
就绪。相信在所有参会政党的共同努
力下，峰会将加强各国政党间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汇聚共建幸福美好世界
的政党力量，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中联部就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