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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讴歌新时代
——写在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栉风沐雨，
奔波于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线，突
破重围追寻真相，忠实记录社会变
迁；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执着坚守，
用话筒传递党的声音，用镜头捕捉
人间百态，用纸笔描绘时代风云；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勇立潮头，
在创新发展中铿锵前行，向全世界
发出更响亮的中国声音。
在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
际，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
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在京举
行 。 奋 斗 镌 刻 荣 光 ，使 命 昭 示 未
来。在时代造就的广阔舞台上，新
闻工作者们正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崭
新篇章。

■ 守正创新做让党放心
人民满意的好记者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
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
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习近
平总书记指明了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
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
新时代的精彩故事需要精彩表达。
党的十九大闭幕之后，人民日报评
论部提出以“大评论”诠释新时代，
深入解读十九大精神。
如何让任仲平这样的大型政论
体现出大视野、大格局、大担当？人
民日报评论部专栏编辑室主编白龙
道出了奥秘：
“ 在历史的坐标中，定

位时代；在世界的视野里，观察中
栏的女记者吓得捂住眼睛哭出了 《点赞十九大，
中国强起来》、融媒栏
国；在现实的方位中，
回应问题。”
声，
却还是咬着牙滑到对岸。
目
“侠客岛”
、融媒创新《领航》等，
可
把对现实的充分了解、对问题
华龙网总编辑周秋含动情讲述
谓精彩纷呈。
的敏锐洞察、对时代的深刻思考，
汇 《溜索法官》的采访故事。
“裤腿带泥
2017 年 8 月 12 日清晨，融水苗
聚于笔端、激荡于文字，
才能体现出
巴的记者才能挖掘出新鲜接地气的
族自治县杆洞乡突发特大洪水。广
西日报柳州记者站站长谌贻照得到
新闻的品格与力量。
好素材。
”他说，
记者们俯下身、沉下
信息后驱车 8 个多小时赶到大苗山
新闻记者如何更好地记录历史
心，
深入基层，
挖掘
“草根”
人物身上
并参与历史的创造，是一道永恒的
的闪光点，
用一个个感人的小故事， 深处的灾区现场。乡里电力、通信、
交通全部中断，他与外界“失联”长
考题。本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
弘扬百姓的大爱与担当，彰显中国
达几十个小时，在穿越 40 处塌方后
奖者、新华社国内部主任赵承说，
在
人的时代精神。
发回灾区真实画面。
《柳州融水突围
新时代，答好这道考题，
就是要将习
作为新时代的记录者，我们必
记》一经发布便引发强烈反响，
及时
近平总书记守正创新的要求落到实
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搭建起灾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处，锤炼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
笔力”
，做一个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
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信念、价值理念、
“有担当有情怀的现场报道，
总
好记者。
能激发满满的正能量。
”谌贻照说。
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去年，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
从党的十九大、纪念马克思诞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史喻对此
到底》一经推出，就形成现象级传
辰 200 周年大会，到中非合作论坛
深有体会。在面对“恢复高考四十
播。十集节目承载和浓缩的，是一
北京峰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周年”
这一选题时，
她和同事们别出
个大国砥砺前行、壮阔恢弘的
“国家
在历次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报道
心裁，
不设主持人，
让一位
“老高三” 会，
叙事”
。
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
传统媒体和新
和一位即将高考的
“新高三”
直接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
兴媒体已迈过平台搭建的相
“加”
阶
话。听众在他们的交流中仿佛穿越
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主任肖振生认
段，
正在深耕相
“融”
和
“一体发展”，
40 年光阴，感受到高考变革背后社
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
“问题
报、台、网、微、端齐备的立体多样格
会的巨大进步。
导向”。新闻记者用职业的眼光去
局逐步形成，媒体传播力、引导力、
这次成功实践，让史喻对自己
见证和记录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始
影响力和公信力呈几何倍增。
未来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更加
终与党、国家和人民相依前行。
“青
开启 24 小时不间断应急救援
敏锐地捕捉新闻背后有温度有深度
春会老去，但记录传播民族复兴伟
大 直 播 ，策 划 春 运 直 播 系 列 报 道
的故事，通过个体经历折射社会变
业 的 激 荡 豪 情 ，会 让 我 们 永 远 年
……本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奖
迁，
展现生活厚度与命运张力。”
轻！”
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人民广
■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立 播电台中国之声策划部副主任任捷
■ 弘扬百姓大爱担当彰 体讲述中国故事
分享了“用电波发散温暖 用声音
刻录时代”
的难忘记忆。
显中国人时代精神
“我手中的这支笔、这只话筒承
近年来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探
重庆奉节。架在 70 米高空的
载着何等的荣耀、信任和应有的担
索实践，在此次中国新闻奖评奖中
溜索下，湍急的河流奔涌向前。望
当！
”
任捷说，
我们要努力践行新时代
得到肯定。融媒短视频《柳州融水
着两只滑轮、绳索和一块木板组成
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更好向世界
突围记》、融媒直播《
“天舟一号”发
的简陋溜索，华龙网《百姓故事》专
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梦想。（新华社）
射任务 VR 全景直播》、融媒互动

从进博会看百姓生活六大新趋势
用 3D 打印、根据每个人的面
部定制的面膜用过吗？氢燃料电池
汽车开过吗？硬币直径般长短的心
脏起搏器见过吗？
造福人类是科技创新最强大的
动力。日前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随处可见创新
因子，包罗万象的进口产品吸引人
们频频驻足，
透过这些展品，可以更
清晰地看到百姓生活的新趋势。

消费选择面越来越宽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内，挂着
交易商牌子的专业
“猎头”来回穿梭
伺机挑选“尖货”。埃及的锡威枣、
加拿大的枫树水、巴拿马的香蕉、阿
根廷的牛肉……超过 4000 件食品
和农产品展品，近半都是第一次进
入中国。
未来，人们坐在家中，
就可以买

新华社杭州 11 月 8 日电《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中
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
8 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发布。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 万亿
元，数字经济对 GDP 增长贡献率
达 55%。
报告指出，
当前，
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
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
转型的先导力量。2017 年，全球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2.9 万亿美
元 ，美 国 和 中 国 位 居 全 球 前 两
位。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保持快速
增长势头，交易额达 2.3 万亿美
元，
亚洲、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等
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报告指出，
今年以来，
我国信
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网络信息
技术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发
展势头强劲，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显著提升，
网络空间日渐清朗，
网
络文化日益繁荣。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 4G 用户渗透率进入全
球前五，5G 研发进入全球领先梯
队，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位居全球
首位。
据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蓝
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
写，
内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
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政府数据开
放、互联网媒体、网络安全、互联
网法治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等 8 个方面，是互联网领域最新
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更健康
追求高品质医疗服务

REiLI 项目等。
跟随技术变革脚步，
移动设备、
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等许多产品已
经或即将进入百姓生活，自然语义
识别、人脸识别等大量人工智能技
术将被更广泛地运用于智能设备，
应用到家居生活里。

7.1 展馆美敦力展台上，人们围
着一个小物件看个不停。它叫
Micra，是目前全球最小的心脏起
搏器，体积是传统心脏起搏器的十
分之一，
只有硬币直径那么长，
无导
线、无囊袋的设计可以实现微创植
入，
极大减轻患者痛苦。
享受更高品质的健康正成为国
人的追求。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展 区 ，许 多 企 业 都 带 来 了 尖 端 科
技。比如，医科达在进博会发布全
球首台高场强磁共振放疗系统；诺
和诺德公司全面展示了其在糖尿病
及相关领域的创新研发成果等。
随着医疗领域对外资股比限制
放宽政策的推进，医疗企业也将更
多地输入先进的医药、医疗器械和
健康产品。
“让更多海外医疗机构进
入中国，将惠及更多百姓。”北京盛
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长蔡强说。

更品质

更绿色

消费质量不断提升

环境友好型消费将成时尚

“这种火腿口感非常好，
脂肪和
肉的比例搭配恰到好处，切得越薄
口感越好。
”展会工作人员刘女士趁
工作间隙，来到西班牙伊比利亚橡
果火腿前试吃了起来。这是她第一
次品尝到伊比利亚橡果火腿，
“品质
相当不错”
。
品质化，是本届博览会无处不
在的气息。英国纪娜梵展台里的定
制女鞋闪耀全场、日本索尼的灯光
音响设计感极强、杜邦公司用于运
动以及辅助医疗目的的智能运动服
饰充满未来范儿，
这些产品的进入，
将再度提升国人生活品质。
一叶可窥秋，
“口粮在进口食品
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高端油脂、高端
食品进口份额逐年扩大，体现了中
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已
经上来了。”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
说。未来的消费，必将是品质不断

加注燃料仅需 5 分钟、续航里
程 800 公 里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0……韩国现代展台上，氢燃料电
池 NEXO 展车外形低调，与一般的
小客车无异，
却因为技术先进、对环
境友好的特色，
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绿色消费，正在成为国人消费
新趋势。展会上，丰田甚至为迎合
绿色消费的理念，在展厅里搬进了
一棵树。与此类似的，
芬兰带来
“树
木做的汽车”
也因其车身制造材料、
动力燃料等都来自树木或可再生，
受到诸多青睐。
时代在发展，人民群众对环境
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
人希望生活在美丽舒适的环境中。
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迫使企
业更多地生产绿色产品，这也极大
地丰富了百姓的绿色消费品类。
（新华社）

生活需求细化、多元

更多样

世界互联网大会
蓝皮书发布

提升的消费。

更个性

6.1 展馆韩国爱茉莉太平洋集
团展台上，人们睁大了眼睛看演示
人员使用扫描机器。先用机器对全
脸进行扫描，
再深度测试分析皮肤，
最后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面膜，一
张完全贴合人脸的定制面膜便完成
了。这是 3D 打印面膜技术第一次
在中国亮相。
定制，已经成为本届博览会展
品的关键词之一。同样在美妆领域
受到关注的还有法国欧莱雅兰蔻带
来的定制粉底液等；在旅游领域，
泰
国旅游公司带来了私人定制游服
务；德国瓦克集团带来的口香糖 3D
打印机，可以为消费者定制任何口
味、任意形状的口香糖。
中国已迈入以消费者体验为
中心的新阶段，个性化、专业化的
诉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产
品方向，影响着消费的未来趋势。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祥钦说，
中国消费者对美的诉求越来越细
化和多元，更多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将涌现。

11 月 8 日，2018 全球硬科技创新暨“一带一路”创新合作大会在
陕西西安开幕，大会同期举办 2018 全球硬科技产业博览会、
“一带一
路”硬科技产业投资高峰论坛、中国智能制造国际论坛、第三届中国创
新挑战赛（西安）、西北高校创新创业大赛等系列活动。图为工作人员
向观众介绍一款垂直起降高速旋转机翼无人机。
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展示 Attune 全膝关节置换系统。
到全球各地的特色商品。不仅是食
品，在汽车展区，
全新旗舰车型柯迪
亚克在进博会全球首秀；
美妆领域，
欧莱雅带来了超过 500 款产品和技
术；家电领域，松下的透明电视看着
就激动人心。
博览会上，来自全球最先进的
技术、产品和服务，
让中国人在家门
口就可以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产
品；开放的中国，
欢迎中外企业的融
合与竞争，这也将催生更多新技术
新产业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强人们的
获得感。

更智能
未来生活将有更多便捷服务
智能限速识别、主动盲点监测、
车道保持辅助、扩展交通标志识别、
带跟停续走功能的自适应巡航……
集诸多自动化功能于一身的 DS7，
虽然已经进入国内市场，但喷涂亮
眼黄色的展车，还是吸引着采购商
们不时拉开车门试乘。
展会上，智能产品遍布进博会
各大展区。吸引眼球的还有雷克萨
斯品牌带来的自动驾驶汽车；德勤
展示的反洗钱机器人；富士胶片结
合图像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
的可帮助提升临床医疗诊断水平的

公 告

（2018）606
坐落于昆山市千灯镇善景园 11 号楼 803 室、030 室，房屋
所有权证号为 181057524、181057525，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
昆国用（2014）第 38621 号、昆国用（2014）第 38260 号，他项权
证号为 183031602，原权利人为何雪东，他项权利人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2018）苏 0583 执 1392 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8）苏
0583 执 1392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
用权归王鹏贺名下，据此将证号为 181057524、181057525 的
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昆国用（2014）第 38621 号、昆国用（2014）
第 3826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 183031602 的他项权证
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新华社发

公 告

（2018）607
坐落于昆山市周市镇琨城帝景园 113 号楼 1402 室，房屋所
有权证号为 271068479、272009527，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昆
国用（2013）第 78560-1 号、昆国用（2013）第 78560-2 号，他项
权证号为 273039010，原权利人为龚毛毛、刘喜梅，他项权利人
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根据苏州工业园区人民
法院（2018）苏 0591 执 1706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8）苏
0591 执 1706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
用权归张标名下，据此将证号为 271068479、272009527 的房
屋所有权证、证号昆国用（2013）第 78560-1 号、昆国用（2013）
第 78560-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 273039010 的他项权
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上海绘制产业地图
引导社会资本集聚
新华社上海 11 月 8 日电 记
者从上海市经信委了解到，为进
一步优化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
上海从一二三全产业链角度编制
了上海市产业地图，于 7 日正式
上线。
据介绍，这一产业地图重点
聚焦融合性数字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
从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形成现
状图和未来图。其中，现状图针
对重点行业，梳理标识了企业和
创新资源，为大家寻找技术、标
准、人才服务和产业链合作提供
指引。未来图明确了上海各区及
重点区域产业布局定位，比如聚
焦“3+5+X”区域，即临港、虹桥、
世博 3 大功能区域，桃浦、南大、
吴淞、吴泾、高桥 5 大转型区域
等，
前瞻布局高端高新产业，
提高

集群显示度，力争建设成为高经
济密度的
“产业新区”
。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希望通过发挥产业地图的指
南作用，
有效服务各类投资者，
推
动重大项目与产业地图精准匹
配、快速落地，
引导社会资本向重
点区域集聚，
加快构建集产业链、
创新链等融为一体的产业要素体
系。
7 日，10 个外商投资项目在
上海进行了集中签约，项目总投
资额约 37.8 亿元，涉及医疗大健
康、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研
发中心、地区总部等领域。据介
绍，上海将积极落实“放管服”举
措，依托“互联网+”推行“一网通
办”；优化企业服务平台，为各类
企业当好“店小二”，以提高营商
便利度，
释放更大生产力。

花桥国际创新港
扬帆启航
◀上接Ａ1 版
据介绍，此次签约落户的复
旦大学（昆山）科技园将依托复旦
大学国际大学科技园、复旦张江
研究院等，
围绕大数据、大健康领
域，
打造以科技成果、人才项目转
化为特色的大学科技园；花桥云
城将引入
“青云”
全球领先的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打
造专业培育新型行业独角兽企业
的新型数字产业园；中俄特种电

公 告

（2018）608
坐落于昆山市淀山湖镇纳帕尔湾水庄 110 号，房屋所有权
证号为 211006984、212001481、212001482，国有土地使用证
号为（2011）78579、
（2011）78580、
（2011）78581，原权利人为
任晔、傅瑾明、蒋子谦。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
0583 执 2122 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8）苏 0583 执
2122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卢
姣艳名下，据此将证号为 211006984、212001481、212001482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2011）78579、
（2011）78580、
（2011）
78581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机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将聚焦新能
源汽车、无人机技术，
依托西安交
通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等
国内外院士团队，推动高功率密
度电机技术成果产业化，打造省
级、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活动前，周旭东分别会见了
王建华、胡建华一行，
双方就进一
步加强校地合作、促进产学研融
合、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等进行了交流。

公 告
（2018）609
坐落于昆山市巴城镇金澄花园 5 号楼 001 室，房屋所有权
证号为 281013484，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2009）09362，原权
利人为王艳军。根据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 0591 执
524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8）苏 0591 执 524 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王云名下，据此将
证号为 281013484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2009）09362 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