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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
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
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9年7月 11日至2019年8月9

日登录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19年8月9日12时00分。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
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
者港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应
分别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
金交纳账号，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
人民币的美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
证金专用账户（子账号）。该账户只接受现汇方式汇
入，不接受以现钞方式存入。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DHA2019028K号地块：2019年8月2日8时00分至

2019年8月13日10时00分。
DHA2019029K号地块：2019年8月2日8时00分至

2019年8月13日10时00分。
DHA2019030K号地块：2019年8月2日8时00分至

2019年8月13日10时00分。
DHA2019031K号地块：2019年8月2日8时00分至

2019年8月13日10时00分。
DHA2019032K号地块：2019年8月2日8时00分至

2019年8月13日10时00分。
挂牌网址：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http://www.jxgtzyjy.gov.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
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

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
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
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
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
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
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
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

者撤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
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XP、Win7；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江西CA
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
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
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8-8259003、8259005
联系人：徐春保、詹华锋

景德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1日

景德镇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19]HA011号）

经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批准，景德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5（幅）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景德镇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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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字，正在为当前的中
国经济助力，也在为未来的中国经济
蓄力。

连日来，新华社派出多路调研小
分队深入基层一线，触摸到创新前
沿，也感受到活力迸发，中国经济的
新动能正在加快壮大。

创新的“硬核”逻辑

“我们能够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
力，就是拥有核心关键技术以及善于
创新研发的技术团队。”对这一点，江
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建兵体会越来越深。

久吾高科掌握了陶瓷膜等膜材料
及膜分离领域的核心技术，其主导产
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约45%，稳居
第一位，在医药、化工、食品、环保
等领域均获得广泛应用。

“核心技术靠化缘要不来!”
“我们正在核心技术上下苦功夫！”
……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面对外部贸

易保护主义逆风，内部转型升级压
力，企业不约而同谈到技术创新的重
要性，对掌握核心技术的认识在加
深，不少也正在全力攻坚核心技术，
让自己的创新越来越“硬核”。

不仅是企业，政府也越来越重视
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营造良好
政策环境。例如，山东聚焦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全链条，通过“抓
点”“提标”“扩面”，着力打造支持知
识产权政策的“组合拳”。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
首位、“201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
第17位……中国的创新趋势越来越明
显，且越来越在核心领域深耕细作。

今年6月，中国正式发放5G商用
牌照。作为全球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创新的集中领域，5G的发展将支撑应
用场景由移动互联网向移动物联网拓
展。目前我国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
端芯片、智能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第一
梯队。

此外，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灵魂。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表示，工
信部将推动加强软件工程方法、底层
算法等基础理论创新，突破一批核心
关键软件，培育一批具有品牌和市场
影响力的大型软件企业。

与市场更精准对接

8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数字不断
滚动，产品好评率、合作伙伴质量指
数、物流配送质量指数等数以亿计的
信息流在这里汇总、分析，形成可执
行的指令分发到供应商、物流、分装
车间等各个环节……

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三只松鼠
正在从一家纯电商企业转型为一个数
字化供应链平台企业，通过打造这样
的云平台，将众多食品生产企业的生
产和消费者的喜好连接。

企业是经济最基础、最活跃的细
胞，随着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
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打开一
扇扇新窗口，钻进市场里寻找新机
遇，释放新动能，提升竞争力。

新动能的壮大过程，也就是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的
过程。当前，新动能对中国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中国的市场潜
力也在同步释放。

未来，人们会想住在什么样的房
子里？

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推进，未来的
房子将被赋予智能化操作系统，变成
有“智慧”、会“思考”的房子，能分
辨主人当前的生活状态，触发相应的
智能生活场景。

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说，注意到
当前行业内一些企业正在向提供智能
社区、智慧家庭方向迈进，北新将紧
跟这一趋势，探索通过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技术推动绿色建材生产、智能
家居和智慧建筑体系建设。

今年1至5月，虽然我国汽车产销
量同比下降13.01%和12.95%，但新能源
汽车产销同比增长46%和 41.51%，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同比增长51.99%
和44.07%。由此可见，一场与消费升
级相关的结构性变化正在汽车领域发
生。

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近9亿劳
动力、8 亿网民、1 亿多户市场主体
……强大的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带来
巨大机遇，新动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滋润新动能壮大的土壤

将一种兼具高能量密度和安全性
的动力锂电池技术推向市场，这是由
中国科学院孵化的企业——北京卫蓝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创建的初衷。

然而，卫蓝总经理俞会根向记者
坦言：“作为中小初创企业，卫蓝与所
有企业一样，除了知识产权等一些软
资产，没有足够的抵押物，一度很难
从银行获得贷款。”

在我国，民营、中小企业是创新
主体，民营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技
术创新成果，是孕育新动能的主体。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

求，支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
拓宽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双
创”企业获得贷款渠道，推动缓解融
资难问题，并就扩大知识产权融资作
出部署，无疑为卫蓝这样的中小高科
技企业带来了曙光。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
月，新发放的民营企业贷款占新发放
的公司类贷款的51.48%。预计金融机
构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今后还将
继续呈上升趋势。

业务覆盖航空航天、电子信息、
通用设备等十多个行业领域，79万种
设备接入，支持六大类39万多个行业
的机理模型的调用……

作为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航天云网通
过帮助企业上云，带动产业链上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构建产业竞争
新优势。

航天云网董事长於亮说，随着上
云企业数量增加，云平台将汇聚设
备、产线、企业以及工人、设计师、
创客等海量资源，可以提供供需对
接、制造服务等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巨大的协同创新平台正在随着工
业互联网的发展逐渐成熟、完善，成
为各类企业创新的热土。

企业主动创新，行业共谋创新，
政府密集出台的政策也让企业轻松上
阵——

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放宽市场准
入、优化营商环境；打破行政壁垒，
让各类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助力新动能壮大的合力正在形
成。调研中，不少企业表示，越来越
感知到创新土壤的新变化，找到自己
的新方向。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创新更“硬核”土壤更“滋润”
——透视中国经济新动能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张辛欣 安娜

6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10
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7%。上半年，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2%。

6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
一降。当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6.1%，影响CPI上涨约
1.79个百分点。其中，鲜果价格同比上涨42.7%，畜肉类价
格上涨14.4%（猪肉价格上涨21.1%），鸡蛋价格上涨6.1%，
鲜菜价格上涨4.2%。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和服
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2.7%、2.5%和
2.4%，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1.8%、
1.6%和0.8%；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9%。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同比持平，环比下降0.3%。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3%。

7月9日，湖州师范学
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的
大学生志愿者为南山村的
孩子们介绍怎样合理搭配
饮食。

当日，湖州师范学院
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到湖
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南山
村，为孩子们带来一堂

“春泥计划”暑期健康课。
健康课以健康知识为主
线，从食品安全、合理膳
食、心理健康三个方面引
导孩子们在假期树立健康
生活理念。

暑期伊始，浙江省湖
州市东林镇多个乡村迎来

“春泥计划”暑期班，大学
生志愿们为在乡村过暑假
的孩子们带来内容丰富的
暑期班，帮助孩子们在暑
假更健康、积极地生活和
学习。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乡村儿童的
暑期“健康课”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10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受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河流发生超警
洪水，国家防总7月9日20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内
蒙古、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
州、甘肃、宁夏、青海省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总
按规定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切实做好洪涝灾害防范和
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7月9日，国家防总派
出4个工作组分赴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省区协助地方
开展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同日，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
国家防总办公室申请调用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办会同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从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南昌仓
库调运橡皮艇50艘，支援江西省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工作。

这位负责人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
强雨情、水情分析研判，做好江河堤防巡查防守、抢险救
援、救灾救助等工作，超警超保河段要上足人员，昼夜巡查
防守，预置抢险队伍和物资，做好抢险应急各项准备，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多地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国家防总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 胡浩 王子铭）《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分别对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
招生考试提出了相关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要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精准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义务教育，意见规定，严
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
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根据民办教育促
进法相关规定，意见按照公办民办学校同等对待、互不享
有招生特权的原则，明确“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
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这样既满足招生人数要
求，又确保客观公平，维护正常招生秩序。

对于高中阶段，意见就招生和考试分别提出了要求。
一是强调高中阶段学校实行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
生指标分配到初中政策，公办民办普通高中按审批机关统
一批准的招生计划、范围、标准和方式同步招生。二是稳
步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省级统一命题，坚持以课程标准
为命题依据，不得制定考试大纲，不断提高命题水平。

义务教育学校将不得
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