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
赏菊袁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遥近年来袁洋马确立了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袁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袁把着力点放在
发展乡村旅游上袁先后建成野十里菊香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和中药文化展览馆遥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是该镇发展乡
村旅游的重头戏袁园区占地 2.8万亩袁核心区 1万亩袁由中国

盐城菊花博览园尧多彩植物园尧果蔬采摘园等 5个板块组成遥
菊海负责人丁凤清介绍说院野博览园占地 450亩袁 其中露天
菊海面积 350亩袁种植钟山尧金陵系列地被菊 250多种袁开
园以来袁正常每天接待游客 5000人左右袁双休日多达 3万
人遥 冶

菊花让洋马野富甲一方冶

渊上接一版冤
县委全会强调袁 要围绕城市提质尧

乡村提优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
一体化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表
示袁为打造野绿林尧碧水尧蓝天尧净土冶的
生态宜居野美射阳冶袁高标准启动城市总
体规划尧重点地段城市设计尧组团规划
编制遥 优化调整 14个镇渊区冤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6778亩遥 开展村级土地利用
规划编制试点袁 加强农村土地用途管
制袁优化建设布局袁对环境提升尧经济建
设尧文化繁荣尧人居建设等实行统筹规
划遥

在射阳 100多公里的沿海绿色廊
道上袁桂花尧广玉兰尧银杏尧红叶成片的
树木郁郁葱葱遥我县系统开展沿海绿色
廓道 野水林田路房冶提升改造袁加强沿
海绿色廓道综合整治遥严格实施以耕地
产能为核心尧数量质量并重的占补平衡
管理模式袁实施占补平衡 8704亩袁预计
新增耕地 5038.76 亩遥 实施城乡挂钩
1759亩尧工矿复垦 2101.8亩尧同一乡镇
484.7亩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000亩以
上遥 扎实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袁
高标准建设野一镇十村冶集中居住示范
点袁 有序推进 G15沿线 5镇新布点集
中居住点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袁合

德尧盘湾等 9个镇渊区冤康居工程用地应
保尽保遥实行用地计划向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适度倾斜袁优先保障高效农业深加
工项目用地 300亩尧乡村旅游项目用地
1100亩遥 野绿伴着城袁城偎着绿袁绿依着
景袁景映着绿冶正成为射阳的新名片遥

林人相谐
县委全会指出袁 着力发展现代旅

游袁加快建设日月岛环岛緑廊尧鹤文化
园尧童话水乡等旅游项目遥如今袁走进日
月岛内外环万亩彩色林袁一道道缤纷挺
拔的彩色林带傲然挺立在黄海之滨袁像
战士默默守护着鹤乡大地遥

野全岛绿化面积占陆域面积的 80%
以上袁景区整合了耶环岛绿廊尧竹海梵
音尧童话水乡尧绿岛慧谷爷等十大景点袁
突出耶不一样的水乡尧水韵生态爷的主题
定位袁做足林水文章袁建成后直接和间
接带动 1万多个就业岗位袁 实现生态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遥 冶日月岛
负责人介绍说袁 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日
月岛项目开发袁 确保游客中心 9月份
开工建设袁 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 50%
工程量曰 确保环岛绿廊年底前完成南
片区建设袁与幸福大道形成环路游线遥

造一片林袁改善一方生态袁富一方
百姓遥 县委全会提出袁着力推进乡村振

兴遥 射阳经济开发区富洋居委会是林
果专业村袁成立了林果专业合作社袁免
费为低收入农户提供桃树尧 梨树等果
树和樱花尧红枫尧紫薇等景观苗袁指导
他们发展野家庭果圃冶尧野家庭苗圃冶遥 经
济开发区富洋居委会的致富路只是一
个缩影遥 我县大力推进生态建设与生
态修复扶贫袁 加快实施国土绿化扶贫
力度遥 大力实施生态产业扶贫袁带动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袁 促进贫困乡镇资源
向资本尧资金转化袁在全县面上奏响了
野林业致富冶的幸福乐曲遥

全县加快森林小镇尧 森林村庄创
建步伐遥 黄沙港镇将森林小镇建设与
特色小镇尧渔文化尧海洋文化尧湿地文
化尧 地域特色有机融合袁 建设森林公
园尧渔文化主题公园尧湿地公园等 3个
绿色主题公园遥 野对照县委全会要求袁
各镇区成立的林果专业合作社将深入
推进农村绿化尧通道绿化尧城镇绿化尧
河堤绿化袁应绿尽绿尧见缝插绿尧庭院
添绿袁干部群众齐上阵袁人林相谐袁为
建设美丽幸福新家园出一份力遥 冶县林
业站站长顾阳春话语铿锵有力遥

一项项务实举措的推进袁 一个个
绿化提升工程实施袁一个绿色尧美丽尧
幸福的射阳已呈现眼前遥 我县将围绕
县委全会的部署要求袁 继续加快绿色
射阳建设步伐袁压实工作责任袁创新工
作方式袁着力实施野1366+冶工程袁重抓
规模造林袁全面打造生态和谐射阳遥

让野有爱小城冶更宜居

国际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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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叶关于促进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曳遥 在 8日召
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袁多部门相关
负责人表示袁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袁
要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要求袁推动建立
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
制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遥

意见提出袁 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袁夯
实新业态成长基础遥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
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孙伟说袁我国大力开展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袁推进野网络通尧数据
通尧业务通冶袁充分发挥数据在便利群众和企
业办事中的作用袁助力野放管服冶改革遥

野下一步将加快发布第三批部门数据共
享责任清单袁持续扩展数据共享范围袁深化
政务数据共享共用遥建立完善政府共享企业
数据制度袁促进政企间数据高效尧有序流通袁
进一步激发数据活力遥 冶孙伟说遥

意见明确袁要积极发展野互联网+服务
业冶袁大力发展野互联网+生产冶袁深入推进
野互联网+创业创新冶袁加强网络支撑能力建
设遥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
韩夏说袁将进一步深入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战略袁 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曰
进一步夯实网络基础袁加快推进野5G+工业
互联网冶发展袁打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曰
加快应用推广袁 推进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曰
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袁打造互促共进尧合作
共赢的良好生态遥

作为平台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袁电子商

务在品牌培育方面有突出优势遥商务部电子
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骞芳莉说袁在品牌建设
方面袁商务部将重点培育线上线下融合的数
字商务企业袁打造一批野小而美冶的网络品
牌曰进一步发挥进口博览会作用袁拓展电商
进口渠道袁引进优质品牌袁便利居民消费袁促
进国内产业在竞争中转型升级曰继续资助贫
困地区农产品野三品一标冶认证袁着力打造农
产品品牌袁探索长效化扶贫机制遥

意见明确袁对平台经济要创新监管理念
和方式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遥 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负责人韦犁说袁平
台经济是以互联网技术带动的商业模式袁对
这些新的业态袁一定要持包容审慎的态度遥

野但是包容审慎不等于不监管袁对于出
现假冒伪劣尧侵犯知识产权尧严重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袁要依法从严打击遥所以袁包容审慎
和依法监管要结合起来袁让互联网平台经济

健康有序发展遥 冶韦犁说遥
如何规范网约车尧共享单车等电子平台

发展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遥 交通运输部运输
服务司负责人蔡团结说袁要量身定制交通运
输新业态监管模式袁坚持野乘客为本尧鼓励创
新尧趋利避害尧规范发展尧包容审慎冶的发展
原则袁继续深化改革袁促进和规范交通运输
新业态的健康发展遥

蔡团结说袁要打破野玻璃门冶和野旋转
门冶袁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袁严守行业安全
稳定的底线袁营造新老业态融合发展尧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袁寻求最大公约数曰要加强
多部门协同监管袁探索实现数字监管尧信用
监管尧协同监管尧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
合的综合监管体曰要完善网约车尧共享单车尧
汽车分时租赁等领域信用体系遥 野最终要保
障老百姓出行的安全尧便捷遥 冶他说遥

来源院新华社

多部门解读《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聚焦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袁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抢占先机尧迎难而
上袁肩负起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重任袁近日袁中央宣传
部尧中国科协尧科技部尧中国科学院尧中国工程院尧国防科工
局在北京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19年 野最美科技工作者冶先
进事迹遥

姬秋梅尧杨海燕尧陶文铨尧陈孝平尧黄才发尧陈云霁尧邢
继尧梁建英尧徐恭义尧祁兴磊等 10人袁都是来自科研生产一
线的科技工作者优秀典型遥 他们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优秀
代表袁他们以实现国家富强尧民族振兴尧人民幸福为己任袁
用责任尧毅力与担当袁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创新奉献的故事袁
他们以实际行动袁 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谛袁
有力弘扬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袁展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
良好精神风貌遥

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袁现场播放了野最
美科技工作者冶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袁从不同侧面采访讲
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遥 主办单位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
野最美科技工作者冶证书遥 来源院人民日报

中宣部等发布 2019年
“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对外发布院上半年机械工业实现
营业收入 10.53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1.29%袁行业运行总体平
稳袁主要经济指标仍保持在合理区间遥

今年以来袁在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袁机械工
业承压前行袁行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遥 新旧动能转换持
续推进袁新动能发展亮点纷呈遥 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力袁
带动行业平稳发展遥 预计下半年袁随着推动深挖国内市场
潜力尧拓展扩大最终消费尧稳定制造业投资尧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等政策措施的实施袁以及减税降费政策
的落实落细袁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环境将有所改善尧企业发
展活力将进一步释放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预测袁今年全年机械工业经济运
行总体将比较平稳袁工业增加值力争达到 6%左右袁营业收
入尧利润总额及进出口贸易保持适度增长遥 来源院人民网

上半年实现营收 10.53万亿元
机械工业运行总体平稳

国产通用型云操作系统安超 OSTM日前在北京发布遥
安超 OSTM依托中国云计算企业华云数据集团的技

术优势袁 是一款具有应用创新特性的轻量级云创新平台袁
拥有全栈尧安全尧创新尧无厂商锁定的特性袁支持国内外众
多品牌服务器袁全面适配国内外芯片尧操作系统和中间件袁
加速产品技术提升以及产业生态健康发展袁能够让政府和
企业客户通过简单便捷的操作实现云部署和数字化转型袁
提高数字化运营水平遥

据了解袁安超 OSTM提供包含操作系统尧计算虚拟化尧
存储虚拟化尧云管平台等功能袁拥有强大的生态整合能力袁
可以帮助政府尧制造尧金融尧医疗尧能源尧电力尧教育尧交通以
及互联网等多行业用户实现软件定义数据中心遥

来源院人民网

国产通用型云操作系统
安超 OSTM发布

浙江大学尧中科院物理所尧中科院自动化所尧北京计算
科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组成的团队日前通力合作袁 开发出具
有 2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袁并成功操控其实现全局
纠缠袁 刷新了固态量子器件中生成纠缠态的量子比特数目
的世界纪录遥

据介绍袁 多比特量子纠缠态的实验制备是衡量量子计
算平台控制能力的关键标志遥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器件设计
与制备尧实验测控及数据处理袁由我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团
队成功地将纠缠的量子比特数目推进到 20遥 在短短 187纳
秒之内渊仅为人眨一下眼所需时间的百万分之一冤袁20个人
造原子从野起跑冶时的相干态袁历经多次野变身冶袁最终形成同
时存在两种相反状态的纠缠态遥 操控这些量子比特生成全
局纠缠态袁标志着团队能够真正调动起这些量子比特遥

量子计算机研发是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的热点领域遥 据
科研人员介绍袁与世界上其他的超导量子芯片相比袁此次由
我国科学家研发的芯片拥有一个显著特点袁 即所有比特之
间都可以进行相互连接袁这能够提升量子芯片的运行效率袁
也是能够率先实现 20比特纠缠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来源院人民日报

我国破纪录实现 20个
超导量子比特量子纠缠

近日伴随美方升级中美经贸摩擦袁 多个国家央行接连
降息袁 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降袁 投资者避险情绪骤然上
升遥 分析人士认为袁风险持续存在袁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令美
国股市大幅动荡遥

受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影响袁 美国三大股指 5日均创下
年内最大跌幅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下跌 962点袁市场
信心受到重创遥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9日袁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90.75点袁收于 26287.44点袁跌幅为
0.34%遥 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下跌 19.44 点袁 收于
2918.65点袁跌幅为 0.66%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80.02点袁
收于 7959.14点袁跌幅为 1.00%遥

本周投资者的焦虑和担忧情绪明显袁 市场避险需求 7
日急剧上升袁 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降至 1.595%袁为
2016年秋季以来的最低点曰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跌至
2.12%左右袁接近 2016年创下的历史最低值遥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窑埃文斯 7日表示袁美
联储自去年底以来已经显著放松了货币政策袁 但通胀水平
疲软和对贸易前景的担忧可能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降息遥

与此同时袁 研究机构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与美联储货

币政策的相互推动感到担忧袁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将推动
美联储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袁后者反过来将为美方进一
步升级中美经贸摩擦提供支撑遥

美银美林认为袁中美经贸摩擦升级提高了美联储进一步降
息以维持经济扩张的可能性袁预计美联储今年还将继续降息遥

美国市场分析人士汤姆窑埃赛表示袁展望后市袁中美经贸
摩擦问题现在是整体市场稳定的最关键因素遥 如果经贸摩
擦继续升级袁不管美联储做什么袁市场将会进一步下跌遥

瑞银集团表示袁经过最近几日下跌袁当前股市价格已经
反映了美方宣称拟对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
税的影响遥 如果这一决定被收回或美联储表示很快会进一
步放松货币政策袁美国股市可能重返下跌前的水平遥 但如果
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袁一些经济活动可能陷入深度亏损袁供应
链需要重新调整袁美国股市可能继续下跌遥

新华财经分析师张骐指出袁展望未来袁若新一轮关税落
地袁这会对美国零售业尧制造业尧采掘业就业带来不利影响遥
因此袁在美国经济基本面并不乐观的背景下袁随着美国贸易
政策风险不断上升袁避险情绪渐浓袁美国股市或陷入趋势性
下跌遥 来源院新华网

经贸摩擦升级驱动美国股市大幅动荡

香港升旗队总
会于 愿月 11日在新
界元朗一家中学举
行野家在中华冶升旗
礼袁吸引多名市民参
与遥香港升旗队总会
主席周世耀在国旗
下致辞时表示袁最近
香港发生很多不愉
快的事件袁包括部分
人侮辱国旗国徽尧挑
战野一国两制冶原则
底线袁也分化了香港
和内地的同胞遥希望
通过当天举行升旗
活动弘扬正能量袁并
传递一个重要讯息院
香港属于中华民族
大家庭遥

香港升旗队举行“家在中华”升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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