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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015 年军民
迎新春茶话会 11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党和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等同全国双拥模范代表、首都干部群众和驻
京部队官兵代表欢聚一堂，畅叙军民鱼水情
谊，共话双拥美好前景。

茶话会前，习近平等亲切会见参加茶话
会的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
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
高丽在茶话会上致辞，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向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出巨
大贡献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
兵预备役人员、部队职工表示诚挚的慰问，
向全体烈军属、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
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关
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广大干部和各族
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高丽指出，过去的一年，军政军民团
结更加紧密，双拥伟力进一步彰显。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
万军民积极投身强国兴军伟大实践，携手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水平，并肩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有力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齐
心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谱写了
壮丽辉煌的双拥新篇章。

张高丽强调，新的一年，双拥工作要积
极适应新形势，主动争取新作为。要深入开
展具有时代特色的双拥宣传教育，激发军民
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大
力支持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推动
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依法维护好

实现好广大官兵和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增
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共同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深化双拥模范城（县）创
建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
军民关系；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促进国
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茶话会上，习近平等与全国双拥模范代
表观看节目，亲切交谈，互致新春问候，会场
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近日，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先后发布
今年 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进出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等数据，再
一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如何看待新一年中国经济开局？专家
认为，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迎来了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但随着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的成效不断显现，经济运行中的新亮点将接
连呈现，全年发展成果仍然让人充满期待。

经济数据变化中亮点显现

尽管进出口“双降”让人们大呼“形势严
峻”，但如果更多地将眼光转向效益、结构，1
月外贸成绩单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国内工业品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
遍下跌情况下，1 月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下
降 16.7％ ，而 出 口 商 品 价 格 指 数 仅 下 降
0.1％。当月贸易条件指数为 119.9，在此前 3
年的基础上继续改善。这表明我国出口一
定数量的商品可以多换回近 20％的进口商
品，对外贸易效益上升。

此外，1 月份民营企业进出口 7679 亿元
人民币，同比虽然下降 5.4％，但低于外贸总
体降幅 5.4 个百分点，而且占外贸总值的比
重提高到 36.8％，说明我国外贸自主发展的
能力逐步增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认为，制造业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的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仍位于较
高景气区间，表明我国非制造业总体上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不断增强。

经济发展基本面依然向好

经济发展不仅要看外贸，更重要的是内
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孙学工分析认为，今年我国经济的
基本面仍然良好，内需增长具备有利条件。

他指出，供给方面，人力资本、资本存量
等要素供给的质量在提高；消费方面，目前
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经济增
速，为消费持续增长和提升消费占比创造了

有利条件；投资方面，“十二五”规划即将收
官，一些在建工程和尚未动工的大项目，建
设进度将有所加快。

对于普遍关注的今年经济增速问题，国
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政府经济管理教研室
主任张青表示，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
速，是新常态的典型特征之一，但 2015 年中
国经济不会失速。

“尽管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仍可能继续放
慢，但结构变化在加快，市场活力在增强，显
而易见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在不断向好。”国
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说。

准确把握新常态才能行稳致远

尽管今年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有趋势
性改变，但不利因素仍然较多，只有准确把握
好新常态下的方向和目标，才能行稳致远。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
行院长刘元春认为，随着投资下滑幅度加大、
消费持续疲软、去杠杆和去产能进一步实施，
今年中国整体性通货紧缩压力将加大。

“从企业看，经营困难、盈利前景并不乐
观，特别是融资瓶颈约束、投资后劲不足问

题更值得关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区
域财政研究室主任傅志华说。

专家普遍认为，2015 年是中国经济由旧
的经济发展状态向新常态过渡，最重要的是
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今年中国
经济依然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改革激发的创业创新热情是不竭动力，科学
的宏观调控是关键所在。

上图 2 月 1 日，工人在江苏连云港港口
码头装载出口货物。 文图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应约同美
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两国领导
人互致新春祝福，同意在新的一
年共同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
设取得更大进展。

习近平指出，今年中美战略
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将在美国举行，希望双方共同努
力，力争取得尽可能多的积极成
果。双方要拓展经贸、军事、能
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执法等
领域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
断夯实中美关系的基础。双方要
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培育贸
易和投资合作新亮点，希望美方
在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为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便利方面

采取积极行动。双方要加强在气
候变化、世界发展议程、世界卫生
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
调。双方应该尊重和照顾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美方重
视中方在台湾、涉藏等问题上的
关切，防止中美关系受到不必要
的干扰。

奥巴马表示，我多次表示，中
国的成功符合美国利益。美方希
望两国落实已达成的共识，加强
气候变化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
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
果进行协调。

奥 巴 马 邀 请 习 近 平 今 年 9
月结合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活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接受了邀请，双方同意为
访问取得成功进行全面准备。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1 日电
2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
富仲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在中越建
交 65周年之际同你通电话。这是
我们连续第三年通电话，保持这
样的联系和沟通，对推动中越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65 年来，友好
合作是中越关系的主流。中越两
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相
互帮助，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道路，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
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国党和政府
始终高度重视中越传统友谊，坚
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

把握中越关系，愿同越南党和政
府一道，秉承十六字方针和“四
好”精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
欢迎阮富仲今年早些时候访华。

阮富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法治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
祝贺。他说，由胡志明和毛泽东
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精心培育的

“同志加兄弟”的越中友谊和睦邻
友好关系，是推动两国人民革命
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越南
党、国家和人民始终把发展同中
国党、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关
系置于越对外政策中的头等优先
地位。阮富仲邀请习近平访越，
表示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
系平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首尔2月 11日电 据
韩联社 11 日报道，位于韩国仁川
市的永宗大桥路段当天上午 9 时
许发生一起百余辆汽车连环追尾
的严重交通事故，至当天下午已
致 2 人死亡、65 人受伤，伤者中有
7 名中国人。

据韩国消防当局消息，伤者
中 有 19 名 外 国 人 ，有 7 人 为 重
伤。事发后，韩国消防当局立即

启动二级响应措施，动员周边地
区的人力和装备对事故受伤人员
开展救援，伤者被送往周边医院
救治。

据仁川警方初步推定，恶劣的
大雾天气是事故主要原因。据现
场汽车司机描述，事发时桥上雾非
常大，能见度低。目前，警方已迅
速成立事故对策本部就确切的事
故原因和伤亡情况等展开调查。

2015年军民迎新春茶话会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张高丽致辞

满怀信心适应新常态
——从 1 月份数据看全年经济发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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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于9月访美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
总书记通电话

韩国发生百车追尾事故
7 名中国人受伤

新华社华盛顿 2月 10 日电
美国总统奥巴马 10 日发表声明，
证实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
的美国女人质凯拉·米勒已经死
亡。米勒的家人当天也证实了她
的死讯。

奥巴马在声明中对米勒的家
人表示哀悼，并誓言美国会将相
关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但奥巴马
在声明中并未说明米勒是如何死
亡的。

“伊斯兰国”上周称，米勒在
约旦军机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
国”目标的空袭中死亡。美国官

员当时表示无法证实这一消息。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贝尔纳黛特·米汉 10 日表示，“伊
斯兰国”上周末向米勒的家人提
供了新的信息，美国情报人员在
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后证实了米勒
的死讯。

米勒现年 26 岁，曾在印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地为人道主
义援助组织工作。叙利亚冲突爆
发后，她前往叙利亚和土耳其边
境地区为难民提供帮助。2013
年 8 月，她在叙利亚阿勒颇遭“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

遭“伊斯兰国”绑架一年半后

美国女人质被证实死亡

2 月 11 日，重庆云阳龙缸景区悬挑玻璃景观廊桥
正式建成。廊桥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龙缸核心景区海
拔 1123 米的爱之路绝壁之巅，悬挑支出长度为 26.68
米。预计廊桥将于 2015年 5月正式面向游客开放。

地铁“探伤工”在北京地铁 14号线东段的地铁隧道
内进行钢轨母材探伤工作（2 月 9 日摄）。每一个深夜，
都有这么一群人在幽深寂静的隧道中游走，他们有一
个特殊的称呼“探伤工”——为地铁铁轨探伤。

2月 10日，在美国纽约，人们在纽约林肯中心观看
《清明上河图》数字影像预展。当日，作为中美文化交
流和庆祝中国传统春节的一项系列活动，“欢乐春节·
艺术中国汇”在纽约正式启动。 均为新华社发

受有关单位委托，北京益世捷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
公司）58.51％股权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公
开挂牌转让，挂牌价为人民币 70.27万元。

一、该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注册资本 1743 万元，经营范
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等。

二、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经该公司股东审议通过，并经河南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三、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经评估该公司总资产 402.11 万
元，总负债 282.01 万元，净资产 120.10 万元。评估结果已经河南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四、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
况和支付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3）受让方为自然人的，
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公告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7 日 17：30。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
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包括优先购买权人）请在公告期内到中心提出
受让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并向中心缴纳保证金 15 万元整（以银
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未缴纳
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
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其他详
情见中心网站：http://www.hnprec.com。

联 系 人：支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285717 66285718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15年2月12日

北京益世捷能科技有限公司 58.51％股权转让公告
豫产交公[2015]8号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S101 线濮阳王助至范县杨集段升

级改造工程已由河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豫发
改基础函[2013]297 号批准，项目业主为濮阳市公路
管理局，建设资金来自部、省补助及市县自筹，招标
人为濮阳市公路管理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由
濮阳市公路管理局委托北京恒乐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就本招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S101 线濮阳王助至范县杨集段升级改造工程，

建设规模 60.615公里，利用 G106线 5.829公里，实际
建设里程 54.786公里，其中一级公路 16.912公里，二
级公路 37.874公里，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 69047.1万
元，主要完成上述项目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施
工图预算文件编制工作、汇总及后续服务工作等。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需要申请人具备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公路行业（公路）设计、工程勘察专业类
（工程测量）甲级及其以上资质；且具有类似公路工
程勘察设计业绩，并在人员组成结构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勘察设计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请申请人于2015年2月12日至2015年2月16

日，每日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2:00 至 5:00（北京时
间，下同），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勘察资质证书
副本原件、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单位介绍信、经办

人身份证及上述资料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2套到北
京恒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濮阳办事处（建设路与振兴
路交叉口西南角濮阳宾馆七楼）购买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份售价 1000元，售后不退。
5.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日报》、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濮阳市建设工程交
易网、濮阳市建设网上发布。

6.联系方式
招标人：濮阳市公路管理局
地 址：濮阳市人民路 286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 话：0393-8918912
邮 编：457000
传 真：0393-8918911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恒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驻 濮 地 址：濮阳市建设路中段濮阳宾馆七楼
联 系 人：李女士
电 话：0393-8085789 18639304606
邮 箱：henglepy@163.com

2015年2月12日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招标单位
查询本公告内容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www.chinabidding.com.cn）、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
（www.hnzbcg.org.cn)、濮 阳 市 建 设 工 程 交 易 网
(www.pyjsgc.com)或濮阳市建设网（www.pyjs.gov.
cn），或者购买纸质媒介《河南日报》。

S101线濮阳王助至范县杨集段升级改造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BJHLHN-2015-008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
余年打造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
流。中医专科主治：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大、腰椎间盘突出、
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瘫痪症、中
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 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
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
（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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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电话：0371-65796126
65796127

传真：0371-6579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