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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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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市监 ）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

权交易博览会

（以下简称 “知交会 ”）

将

于 11 月 12 日在广州南丰国际会展中

心启幕，记者昨日获悉，本届知交会以

“知识产权交易运营” 为核心内容，以

“知识产权交易博览”“知识产权专场活

动”为方式，将力促一大批来自国内外

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文创企

业的知识产权成果成交变现。

精选项目参展寻对接促变现

本届知交会在加强高价值专利交

易展览的同时，新增商标、版权、地理标

志等类别，首次实现知识产权类别全覆

盖。 六大主题展区分别包括“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展区”“专利技术交易展区”

“商标品牌交易展区”“地理标志交易展

区”“版权文化产业交易展区”“国际知

识产权交易展区”， 吸引的参展机构超

过 300 家。 而“知识产权专场活动”更是

精彩纷呈，组委会通过打造“5+N”新型

专场活动形式， 举办知识产权拍卖会、

项目路演、新品发布会、活动签约和粤

港澳大湾区资源对接会等 5 场专场活

动， 搭建知识产权高效转化交易的平

台。

“接到参展通知后， 院领导高度重

视，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交流和筛选，

最终确定了涉及先进制造、信息技术两

大领域的 9 个核心项目，希望能够与产

业对接。 ”知交会参展商之一、浙江大学

华南工业技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如是

说。 广州博鳌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汇桔网）

负责人透露，该公司组织的参

展规模及项目展示数量近乎去年的 2

倍，其中包括不少的港澳地区的技术成

果。 东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围

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特色，征集学校

成熟度较高的项目参展，共征集 8 个项

目在现场展览，“希望通过知交会的平

台亮相，走出象牙塔，形成产业化。 ”

据了解，除大量的专利技术项目将

在知交会亮相寻求变现机会外，还有大

量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资源也纷纷

亮相知交会。 据广州布维创意设计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将带来 30

件经典作品， 均是精心策划设计的商

标、版权作品。 原创易安

（广东）

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将在知交会上展示独家开

发的“商业美术

（设计）

作品公证保管平

台”，争取得到众多文创企业的认可。 积

庆里茶业有限公司将带来“积庆里英德

红茶九号”，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地理标

志产品的独特魅力。

广东知识产权变现能力持续增强

“知交会是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共

赢的重要平台，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展

示研发成果，提高企业影响力，让更多

创新成果在展会中实现交易、转化。 ”参

展商之一、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代表道出了广大参展机构的心声。

自 2017 年起连续举办两届以来，

知交会充分发挥了促进知识产权交易

的平台功能，促进知识产权资源与资本

市场的有效对接。 据统计，2017 年的知

交会成交金额共计 7.2 亿元， 书面达成

意向金额共计 2106.5 万元；2018 年知交

会的交易成交额显著增长， 达 10.42 亿

元，促成知识产权投资意向 90 亿元。

一直以来，广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运营工作， 知识产权变现能力持续增

强。 2019 年 1~9 月，广东省共进行专利

权质押登记 580 件，专利权质押融资金

额人民币 125.25 亿元人民币，排名全国

第一，涉及专利 3525 件，惠及企业 537

家。 同时，广东还拥有广州、深圳、东莞

三个国家级运营体系建设城市。 在今年

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

告》中，广东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连

续七年居全国第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范敏玲 黄嘉庆 欧志斌）

昨日，西

门子全球最先进的配电变压器工厂

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开工建设。 该

工厂采用“工业 4.0”标准进行设计和

运营，将成为西门子集团全球配电变

压器领域的样板工厂 。 工厂预计

2021 年建成投产。

“目前， 中国配电变压器市场正

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全新的配电变

压器工厂将充分发挥西门子在数字

化方面的领先优势，在配电变压器领

域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从而更

好地满足市场和客户日益增长的需

求。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油气与

电力集团高压输电事业部总经理王

肩雷表示，“该工厂将成为西门子在

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领域的样板

工厂，并将带动区域内传统制造业的

数字化转型升级。 ”

新工厂将充分利用西门子在数

字化业务方面的全球领先优势，率先

在配电变压器制造领域实现标准化

智能作业和数字化制造。在实施建设

前，西门子物联网服务事业部为其提

供了前期数字化工厂规划和咨询服

务，从企业蓝图着手进行数字化顶层

规划，实现企业各部门协同发展。 同

时，新工厂采用工厂自动化概念的设

计，用机器替代重复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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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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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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

知交会“搭台” 知识产权成果“唱戏”

2019 知交会启幕在即，将力促一大批知识产权成果成交变现

最先进配电变压器工厂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