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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局批准，注
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桂林安厦支行

机构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崇信路 30 号安厦世纪城安泰
园 6#7#楼地上一层

金融许可证号码：
B0005S345030017
联系电话： 0773 — 2800156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桂林监管分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局批准，
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桂林睿城支行

机构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七星区普陀路 36 号睿城商业
街 30#-10 号铺位

金融许可证号码：
B0005S345030018
联系电话：0773 — 2800156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桂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桂林监管分局金融许可证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桂林监管分局金融许可证公告

会议通知
兹定于 2019 年 6 月 1 日上午

9 点正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9 年
度股东会。请准时参加。

桂林市世通阀门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

郭桂荣同志：

请你在登报之日起 15 天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公司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

广西意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

通知通告
桂林市林业局、秦善玉：

你们与我村签订和执行的《承包土

地合同》、《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合

同》和《陈白田基地承包协议书》经法

院判决已经解除。请你们在公告后 30

日内（最迟延长到 2019 年 6 月 20

日）将合同指明的承包土地范围内的地

面附着物全部迁移。逾期，我村将按照

原《土地承包合同》第二条的规定处

理。

灵川县灵川镇双潭村民

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5 月 16 日
出版的第 10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
重要文章《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文章指出，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牛鼻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
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
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做到人有
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

文章指出，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
调性。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
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
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
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们要学
会运用辩证法，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
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
合发展。

文章指出，要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
之难存。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
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
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文章指出，要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
制。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
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
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要不断探

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
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文章指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
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
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我国正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根
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
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目标前进。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国际人工智
能与教育大会 5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
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

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
的智能时代。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
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培养大批具有创新
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是教
育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

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
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
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
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
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中
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聚焦人工智能发展

前沿问题，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条
件下教育发展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凝聚共
识、深化合作、扩大共享，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天津 5 月 16 日电 第三届世界
智能大会 16 日在天津开幕。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信，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
出席会议的国际知名企业家、业界领军人物
和图灵奖获得者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
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由人工智
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
艾。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

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人工
智能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
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把
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
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强调，举办世界智能大会，旨在

为世界智能科技领域搭建一个交流合作、
共赢共享的平台。希望大家围绕“智能新
时代：进展、策略和机遇”的主题，深化
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推动新一代
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
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
致辞。他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我

们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指明了方向。天津将以更加前卫的理念、
更加开放的胸襟，拥抱智能新时代，打造
智能新经济，创造智能新生活，加强与世
界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加快建设
“天津智港”。

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 5 月 16 日至 19
日举行，来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
业家、业界领军人物开展对话交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强调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上接第一版）

新生动力充沛，经济底气充足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稳就业”有了
“主心骨”。除此之外，新兴产业持续发力，吸纳就业、扩大
就业的“海绵效应”不断体现。

“去年最多的时候同时有 6 家企业发来工作邀约，开出
的薪酬也明显提高。”今年 31 岁的黄祖胜在浙江省义乌市工
作，成为数字化管理师后，他成功帮助 10 余家创业公司搭建
起组织架构、人事结构和管理体系，职业生涯出现新的转折。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巴巴钉钉近期发布的
《新职业——— 数字化管理师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中显示，
当前数字化管理师从业人员已经超过 70 万，主要分布在互联
网、服务、制造、建筑、教育培训等行业，其中 87 .23% 的从
业人员薪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 1 至 3 倍。对于一部分人来
说，数字化管理师既是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的新发力点，也是
晋升为企业管理层的新渠道。

新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了“官方认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在 4 月正式向
社会发布了包括数字化管理师在内的 13 个新职业信息。新职
业带动就业，前景光明。

“数字经济平台的重要社会价值，体现在稳、增就业，是
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发展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课题组组长杨伟国认为，新就业形态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断涌
现，既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就业领域的反映。

新兴产业创造了一定就业增量，也提高了就业质量。中国
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认为，我国的产业升级、
新业态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由新兴
产业诞生的新职业，为新生代青年群体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
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就业前景，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底气。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经济韧性足，

就业信心强

习近平会见第六次

全国自强模范

暨助残先进

表彰大会代表
（上接第一版）创新工作理念，以更加有力举措做好残疾人工
作，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坚决打赢农村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推动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广大残
疾人要以全国自强模范为榜样，进一步弘扬残疾人自强精神，
努力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大会表彰了 167 名“全国自强模范”、 100 个“全国助
残先进集体”、 100 名“全国助残先进个人”、 100 个“残
疾人之家”和 33 名“全国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身残志
坚、倾心盲人按摩事业的严三媛，不畏艰难、不惧生死的扫雷
英雄杜富国，富有爱心、热心公益助残的宋桂华等 3 名获奖
代表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

丁薛祥、陈希、胡春华、黄坤明、肖捷参加会见，曹建
明、陈晓光和中央军委委员张升民出席大会并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
王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出台实施，可以起到以制度促规范、以
参与促公开、以流程促优化、以监督堵
漏洞、以责任强担当的作用，让行政决
策权在阳光下运行，能让约束权力的
“制度笼子”扎得更加牢固。司法部有
关负责人 16 日在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这样表示。

条例分 6 章、共 44 条，对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
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等
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条例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
重点，逐一明确、细化这五大法定程序
的具体要求。

条例规定，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中
的问题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制度基础
上，规定依法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未
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停止执
行，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履行相
关法定程序。条例还规定，决策机关应
当建立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
档制度，对决策机关违反规定造成决策
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当及时作出决策
而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
的，倒查责任并实行终身责任追究。

我国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

扎紧约束权力的“制度笼子”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侯晓晨）针对美方称期待
近期来华继续进行经贸磋商，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6 日表示，
中方一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正道。但在谈判磋商中，
必须讲原则、守信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财长姆努钦 15 日表
示，美中双方在第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中进行了建设性会
谈，他和莱特希泽贸易代表期待在不远的未来前往北京继续磋
商。请问中方是否已向美方发出了邀请？

陆慷说，在国际事务中，中方从来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分歧。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方也一直认为通过
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正道。此前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即使由于
美方背离了谈判应有的准则而使磋商遇到困难时，中方还是尽
可能显示了建设性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但我必须强调的是，谈判磋商要有意义，就必须有诚
意。”陆慷说，“从美方此前谈判中的表现看，我们必须强调两
点：一是必须讲原则，就是必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二是必
须守信用，就是必须言行一致，不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美方称期待来华继续磋商

外交部：

有诚意才有意义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温
馨）亚洲美食节 16 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庆典广场开幕，并在杭州、成都和广州
同步举办。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活动之一，
亚洲美食节将持续一周，通过美食文化盛
宴展示绚丽多姿的亚洲文化风情和亚洲文
明风采，使广大公众不出国门就能尽享亚
洲各国美食。

北京亚洲美食节以“享亚洲美食·赏
京城美景·品古都文化”为主题，采取
“一主多辅、多点联动、线上线下”的方
式，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设立美食节

主会场，展出“餐饮科技与传承”“现代
智慧餐饮生活”等展览，同时北京 6 个
商圈等实现多点联动。

亚洲美食节期间，杭州、成都和广州
三地根据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设计了一系
列亮点活动。

“知味杭州”亚洲美食节推出开幕式、
美食文化展、美食文化论坛、美食主题活
动、美食文化表演、美食文化之旅等 6 大
板块，共 20 余项活动，吸引超过 400 家展
商参展。除亚洲美食外，欧洲、大洋洲、美洲
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组团”而来。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以“食美寻香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为主题，重点突出
国际性、文化性、大众性，设计了开幕
式、美食文化特展、亚洲火锅节、“寻香
之旅”生活美学体验游、中外名厨交流等
5 大板块 45 项活动，积极弘扬中华文
明、发展天府文化，推动亚洲文明对话。

广州亚洲美食节以“共享亚洲美食文
化，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围绕美食
文化展示、历史文明传承、文明交流互鉴等
内容，设置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开幕
式、美食论坛、美食故事会、美食节文化文
艺展演、美食文明对话等 5 大系列共 42
项活动。（参与记者冯源、许茹、丁梓懿）

亚洲美食节在北京等四地同步举办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吉宁）记者从
“亚洲文化嘉年华”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本次嘉
年华活动，主创团队共动
用了 8000 名演职人员、
上万套服装、近 1 . 5 万
件道具。主创团队表示，
活动将亚洲文明的辉煌展
示给了世界。

据悉，这次为嘉年华
专门全新设计了一方超大
型的多媒体互动舞台，面
积接近 1 . 5 万平方米，占

“鸟巢”的四分之三。“亚洲
文化嘉年华”总制作沙晓
岚介绍，嘉年华的整体舞
台设计采用“天地矩阵”的
格局，展现出了良好的效
果。“天”是由威亚吊起无
数的发光点组成的点矩
阵，“地”是由舞台前区的
大学生方阵手持程控电光
棒组成的发光点，时刻在
节目中呈现千人大互动。

嘉年华总导演杨东升
表示，这场亚洲文化的盛
典筹备了半年多的时间，
给全国、全亚洲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演出。嘉年华执
行导演夏雨表示，参演团
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
让这个舞台真正成了各国
文明交流互鉴的缩影。

﹃
亚
洲
文
化
嘉
年
华
﹄
主
创
团
队


将
亚
洲
文
明
的
辉
煌
展
示
给
世
界

这是 5 月 16 日在北京奥林匹
克公园拍摄的亚洲文明巡游活动。

当日，亚洲文明巡游活动在北京
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拉开帷幕。巡
游活动设“中华风采”“亚洲风情”
“神州风韵”“北京欢迎你” 4 大
表演板块。据悉，亚洲文明巡游活动
将从 16 日起持续至 22 日。

新华社记者王毓国 摄

亚洲文明巡游活动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