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七十载光辉岁
月，九万里风鹏正举。在人民空军
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日出席庆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
活动，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空
军成立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空
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

上午10时15分许，习近平来

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航空博
物馆。英雄广场上，“蓝天魂”雕塑
庄严肃穆，“胜利之火”火炬熊熊燃
烧。习近平首先向人民空军英烈敬
献花篮，他迈步上前，整理花篮缎
带，向人民空军英烈三鞠躬。习近
平缓步绕行，瞻仰人民空军英烈墙，
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人民空军
的历史辉煌，是用奋斗、牺牲和奉献

铸就的。70年来，人民空军英雄辈
出。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
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
英雄精神。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庆祝空军
成立70周年主题展览。展览分为

“蓝天铸忠诚”和“奋飞新时代”两个
展区，展出各型飞机9架，图片、实
物1500多件，再现了人民空军70

年的光荣历史和发展成就。一张张
图片展板、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
视频资料，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他
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讲解，询问
有关情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
接见空军先进单位和英模代表，勉
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
大光荣。

习近平指出，人民空军走过了
70年的光辉历程。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一代代空军官兵胸怀凌云壮
志，搏击万里长空，推动空军建设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建立了不朽功
勋。人民空军不愧是党和人民可以
信赖的部队。

习近平强调，人民空军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心
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
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
的业绩！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苗华、
张升民参加活动。

国务院印发《关于
开展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通知》

据新华社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
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决定于
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通知》指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统计改革发展决策部署，坚持实事
求是、改革创新，科学设计、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依法实施，全面查清我
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城乡住房等
方面情况。

《通知》指出，普查对象是普查标
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
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
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普查的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
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
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
情况等。普查标准时点是2020年11
月1日零时。

《通知》提出，各地区、各部门按照
“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
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认
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
作。为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决定成
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负
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
决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
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认真做
好本地区普查工作。普查所需经费，
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
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
拨付、确保到位。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
求，认真做好普查各项工作。普查
取得的数据，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
的，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
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奖惩的
依据。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
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不
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等具体
行政行为的依据。

《通知》明确，要建立健全普查数
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各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要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
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
坚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
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真
实准确。要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
息的保护，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严禁向任
何机构、单位、个人泄露或出售公民个
人信息。

习近平在出席庆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
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

2019年11月9日

星期六
己亥年十月十三

珠江时报官方微信 珠江时报官方微博

佛山传媒集团主办 珠江时报社出版 第5660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67 24小时热线 83000123 13827720000

零售每份1元 订报热线：83872000珠江时报 电子版：www.nanhaitoday.com 责编 欧晓敬 美编 李世鹏

天气预报
晴

气温：16℃~27℃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金
融知识有奖竞答、学习辨别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昨日，以

“发展金融科技 助力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的2019佛山金融文化节
启动仪式暨佛山惠民金融服务日
在中海环宇城举行，中国农业银
行、兴业银行、中国人寿等15家金
融单位设摊，为市民提供金融咨
询服务。

“只需3招就能识别2019年
版第五套人民币，一是转动钞票
观察，票面正面中部面额数字会
变色。‘50’‘10’由绿变蓝，‘20’由
金变绿，另外50、20、10元票面正
面右侧的安全线颜色由红色变为
绿色……”在中国农业银行南海
分行的摊位前，工作人员向市民
介绍人民币的辨别方法。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 8
月30日起发行2019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分行
工作人员陈小姐说，经常有市民

向他们咨询如何辨别新版人民
币，所以此次特意将宣传手册带
到现场，进行科普宣传。“向市民
科普人民币知识是我们金融单位
的职责。”

市民李阿姨说，现在很多人
使用移动电子支付，但很多场合
还是会用到人民币，学习人民币
知识很有必要，为这样的科普活
动点赞。

由珠江时报社发起的佛山金
融文化节（原理财文化节）自2006
年开办至今，与佛山市民、企业和
金融机构走过了14年春秋，见证
佛山城市发展、企业进步和金融
业的蒸蒸日上。今年，佛山金融
文化节将结合普惠金融、爱心公
益、表彰先进等方面的创新策划，
力求打造成业内年度盛事。

接下来，金融文化节将携手
佛山金融单位开展多项活动，包
括到佛山启聪学校开展“阅读 见
未来”公益活动等。

2019佛山金融文化节启动
15家金融单位设摊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

■市民向金融机构咨询业务。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珠江时报讯（通讯员/陈均
俊 见习记者/原诗杰）昨日，一
辆“直通车”满载对接成果和智
能制造领域的高端项目亮相潭
洲国际会展中心，为佛山产业转
型升级和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
提供助力。

2019年科技成果直通车（佛
山站智能制造领域）活动共促成
佛山6家行业协会发布共计20
项共性需求。昨日，5项科技成
果签约落户佛山。

佛山成全国首批
科技直通车试点城市

今年以来，科技部火炬中心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试点全国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全国选取
12个地市开展第一批常态化科技
成果直通车活动。

佛山是广东首批，也是唯一
一个试点城市。2019年科技直通
车（佛山站智能制造领域）活动以
智能制造为主题特色，推动国内
资源与佛山进行对接转化，为佛
山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产业集
群发展提供助力。

7月25日，2019年科技成果
直通车（佛山站智能制造领域）在
北京工作推介会启动后，陆续开
展了多场对接活动。通过企业需
求发布、主题沙龙、项目路演、走
访调研、项目对接会等多种方式，
开展深入的交流与对接，挖掘高

价值、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供给，推
送创新技术项目对接上市公司、
科技企业、产业投资等技术需求
方，建立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应用
的快速直通车，实现精准对接。

科技成果直通车旨在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周期长、
效率低、成本高的“老大难”问题，
实现高水平科技成果与高质量科

技企业的精准对接，更好地服务
于地方产业发展。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
任王厚华表示，佛山承接科技成
果直通车活动，为佛山制造业转
型升级拓渠道、引资源，为广东乃
至全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一
个丰富生动的“佛山方案”。

佛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卢建华
表示，本次科技成果直通车能落
地佛山，并聚焦智能制造领域，将

更有效地为佛山智能制造的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

佛企签约五个
智能制造项目

在佛山高新区的牵头下，通
过佛山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
院、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协会、佛山
中发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协
办单位，经过前期多轮的项目对

接会和企业走访调研，佛山高新
区为佛山有转型升级需求的制造
业企业带回来了一份“厚礼”。

昨日，来自北京的遨博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与佛山市照明灯具协
会、佛山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广
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南海科日超
声电子有限公司，深选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与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分别签署了意向合作协议。

深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CEO
朱岱表示，在2019年科技成果直
通车（佛山站智能制造领域）的推
动下，从走进佛山进行项目路演，
到与本地企业敲定合作仅花了1
个多月时间，公司的深选智能
——智能质检项目不仅用机器换
人做产品检测，而且实现了产品
全检，希望此项目能帮助更多佛
山企业实现机器换人，节约生产
成本，能协助企业进行工艺改造。

活动还邀请了中国企业科技
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技术
市场协会特聘专家周游，中关村
中技知识产权服务集团副总经
理、中元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董事长滕波等，带来了精彩的案
例主题分享。

当天下午，中国科学院、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研究院等相关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现场进行精彩的项目路演。
专家现场对项目进行点评，为企
业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建议
和可行性方案。

科技直通车“满载”成果亮相佛山
2019年科技成果直通车5项科技成果签约落户佛山

■五个智能制造项目现场签约。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