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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昨

日发布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

据。 统计显示， 8月份， 4个一

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下降0.2%， 是去年6月以来的首

次转降。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 8

月份， 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或有所回

落。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

二手住宅涨幅微升； 同比涨幅

均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孔鹏介绍， 7月30日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 要求落实房地产长效

管理机制， 提出不将房地产作

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8月

份， 房地产市场总体延续平稳

态势。

据新华社电

贵州省纪委监

委昨日发布消息，日前，经贵州

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省监委对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原总经理刘自力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经查， 刘自力违反政治纪

律， 在组织对其问题调查核实

时，与相关人员串供，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

上的影响违规在干部的职务晋

升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

廉洁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

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大搞权色交

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涉嫌受贿犯罪。

刘自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严重违

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且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

手、不知止，应予严肃处理。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

定，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委

委务会会议研究并报贵州省委

批准，决定给予刘自力开除党籍

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

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随案移

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柯记协 刘少芳）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港澳台赛

（以下简称港澳台赛）

已进入

复赛阶段。 记者日前从港澳台赛组委会

了解到， 今年有效项目参赛总数为413

项，同比增幅46%。 港澳台赛自2014年创

设并落地广东，5年来共吸引近3000个项

目参赛，接近200个港澳台优质项目落地

广东。

三大行业参赛项目最多

据统计，今年有效参赛项目总数413

项，同比去年

（

283

项）

增幅达46%。 其中，

互联网+、生物医药及大健康、电子信息

三大行业的参赛项目最多，分别为86项、

80项、69项；来自台湾的项目占总参赛数

量的一半以上，为278项，来自香港、澳门

的参赛项目为95项、40项。

根据各地市的产业发展方向， 港澳

台赛布局在多个地市举办： 新材料行业

赛落地江门，电子信息行业赛落地惠州，

先进制造行业赛等落地佛山， 通过引导

各行业领域的项目在相关地市举办，为

对标的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了更丰富的场

景和配套。

近200个优质项目落地广东

港澳台赛是中国创业创业大赛体系

中唯一一个面向港澳台地区的专业赛

事。 港澳台赛组委会秘书长夏雷介绍，大

赛为创业者或有志创业者提供“管家式”

服务，包括解释政策和法规，协助办理手

续，提醒知识产权的保护，推介省内有创

业园区、融资渠道和市场路径。 据不完全

统计，5年来已有近200个港澳台优质项

目落地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

地。“港澳台赛已逐步成为港澳台同胞加

强与内地双创交流发展桥梁、纽带。 ”

“对创新创业的人来说，广东尤其是

深圳有全球最好的创业生态、制造生态、

融资生态和人才生态。 ”深圳易视智瞳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黄卜夫对记者

说。

易视智瞳是一家高科技精密设备制

造及方案提供商，总部设在深圳，东莞设

厂，拥有44个专利。 该公司作为2016年港

澳台赛的获奖者， 在广东省发展势头迅

猛。 截止到目前， 公司已获得四轮投融

资。“我们更看重资金以外带来的产业支

持。 ”黄卜夫说，华南区拥有全世界最旺

盛的智能制造基地， 在这里可快速获得

生产、组装的能力。

会发光的玩具车、 防护衣、 发光路

牌、 发光广告牌、 电子手写板……珠海

纳金科技有限公司展示大厅里陈列的数

种产品样品， 展示了纳米银线的神奇魅

力。 纳金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纳米材料领

域， 提供从上游的纳米银材料到下游的

柔性屏幕、 大尺寸触摸屏、 智能家居家

电等应用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自

2015年成立以来， 已有20多项创新技术

产业化落地成功， 申请48项国家专利，

打破了国外对核心材料和工艺的垄断。

公司董事长雷震说， 纳金科技以纳米银

技术为核心， 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硬科技”， 让“中国制造” 用上“中国

造” 的新材料。

谁来授予？ 种类几何？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热点一一解码

评选以实际贡献为最重要衡量标准

港澳台青年创业忙 近200项目落地广东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参赛项目达413项，同比增幅46%

一线城市二手房价

去年6月来首次转降

贵州茅台原总经理

刘自力被开除党籍

据新华社电

17日上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草案，拟决定向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最高荣誉。颁授为什么要经

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将授予哪些种类名称？ 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 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

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亦对

此作出了规定， 并明确了具体程序。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五条第

一款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议根据各方面的建议， 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出授予国家勋章、 国家荣誉称

号的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沈春耀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草案说明

时表示，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这次

授予工作的法律程序安排是， 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 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国家主席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授予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 并签署国家主席令。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

定， 国家一般在国庆日或者其他重大节

日、纪念日，举行颁授国家勋章、国家荣

誉称号的仪式。 此外，对于在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法施行后

（即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 ）

去世的，可以追授国家勋章、国

家荣誉称号。

沈春耀介绍， 此次评选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最高标准，坚持功绩导向，以

实际贡献为最重要衡量标准， 坚持立场

坚定、品德高尚、群众公认的基本要求，

反复比选、好中选优，确保建议人选经得

起人民考验、时间考验。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授予“共和国

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人

选。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共和国勋章” 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 建

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 “友谊勋章”

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

中外交流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

出贡献的外国人；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

经济、 社会、 国防、 外交、 教育、 科

技、 文化、 卫生、 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

作出重大贡献、 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

士。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

定，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以“人民”，也

可以使用其他名称。 国家荣誉的具体名

称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

定授予时确定。

据悉，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人民

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

民英雄”“人民楷模”“民族团结杰出贡献

者”“‘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外交工作

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等

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沈春耀表示， 此次评选突出时代精

神， 充分考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鲜明

主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均应有代表性人物入选； 优先

考虑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

物， 注重人选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 坚持实事求是， 适当考虑各方面情

况，合理确定人选。

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作出基本规定， 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法对这一重要制度作出具体

规定， 为开展颁授活动提供了法治保

障。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活动， 将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

来的第一次， 具有创制性， 是实施宪法

关于国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要实践， 对

于切实彰显宪法精神， 增强全民宪法意

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具有重大意义。” 沈春耀说。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由国家主席授予

将颁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现行宪法施行以来第一次集中颁授 具有创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