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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看两会：中国进入开放 4.0 版
“一带一路”
推动合作共赢

两会进入尾声，外界观察中国
改革风向的热度不减。两会期间，
不少外国知名学者在外媒开辟专
栏、发表评论，解读中国政策亮点，
展望合作共赢。
“中国开放政策进入 4.0 版。”新
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
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指出，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开放方
面出台了诸多政策议程。这些新政
策议程表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进
入 4.0 版。

大平台、外商投资法、知识产权保
英国学者亚当·盖瑞同样长期
护、降低关税等，
可说是全方位的。
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近期他
文章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分为
在欧亚未来智库网站撰写数篇长文
四个阶段。1978 年正式进入“改革
对两会进行关注，并介绍“一带一
开放”时代，实行“请进来”政策的
路”
倡议对全球合作的影响。
1.0 版；90 年开始与世界“接轨”和加
盖瑞认为，两会的主要目标是
入世界贸易体系的 2.0 版；从本世纪 “构建新时代的框架”。今年的中国
初开始，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的
两会聚焦于继续推进中国在未来的
3.0 版；十八大以后开始形成的 4.0
改革开放之路，特别是针对新时代
版。
的很多挑战，正在重新调整自身。
文章认为，和以往版本的开放
盖瑞还撰文指出，
“ 一带一路”
不同，4.0 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
倡议不是利益陷阱，也不是排他性
去”要素，是两者的系统化和两者之
的地缘政治之争，而是在全球经济
间的有机结合。十八大之后形成的
低迷时刻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以往“走出去” 合作，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去发展
基础上的系统化，因它结合了中国
的机遇。
资本、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具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斯瓦兰·
有更大的动力。
辛格在中国两会期间为印度、斯里
文章分析称，
“ 走出去”已经不
兰卡、中国等多家媒体撰文时指出，
再仅仅是为(中国)自己的可持续发
印度和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发展机遇
文章指出，近年来，欧美在内部
展，而且反映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
和挑战，理应携手并进，合作共赢。
分配机制出现问题、社会高度分化
济体所需承担的一份国际责任。
“一
辛格称，两会期间，他对中国的
的情况下开始泛起贸易保护主义、 带一路”沿线大都是发展中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印象深刻，还关注教
经济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背道而 “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
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增大投入、推出
驰，而中国则大力提倡进一步的全
设，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所显
多项新举措等。他表示，印度政府
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至
在 2018 年也推出“国家医疗健康计
球化，多次宣示中国政府继续推动
全球化的决心，同时加快了自身开
关重要，其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又是
划”
，
还提出在全国建设 1100 万个卫
放的力度。
其他方面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
生厕所的“清洁印度计划”，可见，医
文章还指出，实际上中国进行 “请进来”则直接关乎中国本身的可
疗保健、教育、环境等是两国的共同
主动开放，进一步的开放是中国可
持续发展，只要中国自己不关起门
关注。
持续发展所需。新一波的开放政策
来，没有国家可以把中国的门关起
（来源：
人民网）
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经济
来。

厂房租售

中国申请欧洲专利数量
十年增逾 6 倍
欧洲专利局近日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向欧
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数量达到
创纪录的 9401 件，在申请国排
行榜上名列第五。
报告显示，2018 年欧洲专
利局共收到逾 17.43 万份专利申
请 ，与 2017 年 相 比 增 长 了
4.6%。美国仍然是提交专利申
请最多的国家，共提交逾 4.3 万
件，紧随其后的分别为德国、日
本和法国。
根据报告，去年中国提交的
专利申请比 2017 年增长 8.8%，
比 2008 年增长逾 6 倍，主要集中
在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电机、
仪器、能源和电信等领域。其

中，数字通信领域的专利申请比
例最大。在欧洲专利局去年收
到的数字通信领域专利申请中，
约 20%来自中国，在所有申请国
中名列第二。在该领域专利申
请企业排行榜上，华为公司位居
首位。
欧洲专利局局长安东尼奥·
坎皮诺表示，中国提交的专利申
请在过去 10 年实现大幅增长，
这反映了中国在研发方面所做
的努力，也是中国努力实现创新
驱动经济的体现。
报告还显示，欧洲专利局去
年共批准了超过 12.7 万项专利
申请，其中 4831 项来自中国。
（来源：
人民网）

德国政府明确数字化发展目标
德国数字化内阁委员会 3
月 13 日更新政府此前推出的数
字化战略，首次明确并公开其数
字化战略的具体目标。
更新后的数字化战略提出
9 项任务，包括加强德国联邦与
地方政府及欧盟机构间的数据
管理、建立新的信息技术系统打
击非法渔业、建立双元制职业教
育数字资源交换平台、建设“数
字德国”
项目了解不同人群的数
字化能力、推进“创新办公数字
生活”激发创新潜能、建设安全
高效的政务网络基础设施、数字
化发布法律法规、加强公检法机

构间的数据交换以及建设
“非洲
云”
为当地提供就业培训。
德国政府 2018 年 11 月发布
“建设数字化”
战略，提出建设数
字化能力、数字化基础设施、数
字化转型创新、数字化转型社会
和现代国家五大行动领域，
强调
政府部门各自应对数字化转型
的工作重点，以期加强部门间协
同和与学界、业界的合作。
德国数字化内阁委员会去
年 6 月设立，旨在加快推进德国
的数字化发展。德国总理、全体
内阁部长和部分高级官员为委
员会成员。 （来源：
新华网）

遗失启事

现距南通机场 20 公里处有国有土地上建有的综合厂
房，面积 1.5 万平方米，可再建约 12 万平方米，诚寻有志之
士前来租售，租金可抵扣购厂房款，任分割租售。另通州
城区两层各 600 平方米办公楼租售。
联系人：施先生 13901467628

售房
东社花苑洋房震撼低价来袭，3480 元/平方米起，另有
少量花园别墅 208 万元，
送地下室。
看房热线：张小姐（15950804955）
朱小姐（15806298758）

易均遗失南通力顺置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6 日开具的江苏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张，号码为 30284634，金额为贰拾柒万元整（270000 元），
作废。
张国群遗失就业创业证，
号码为 3206831011004608，
作废。
张雨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号码为 J320515284，作废。
江苏华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南通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质保金收据，编号为 0001135，
金额为 10000 元，
作废。
江苏华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南通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POS 机押金收据，编号为 0001411，金额为 5000 元，作废。
江苏华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南通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物管费保证金收据，编号为 0001280，
金额为 25594.8 元，作废。
江苏华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南通通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收据，编号为 0004574，
金额为 76784.4 元，作废。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马道村经济合作社遗失由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
人民政府开具的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四张，号码为 006438135、
005327372、006438139、006438137，作废。

迁墓公告
因建设需要，原碧堂庙村
公墓将整体搬迁，请有骨灰盒
寄存在公墓的亲属，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到碧堂庙社区登记
认 领, 逾 期 将 视 作 无 主 处 理 。

电话：
0513-86104380。
特此公告。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碧
堂庙社区居委会
2019 年 3 月 6 日

不止 1.11 亿！盐城 80 后小伙领走体彩大乐透 1.2 亿元
3 月 9 日晚，体彩大乐透再度中出亿元大
奖，犹如一声春雷震惊了彩市。3 月 11 日，中
奖者唐先生就出现在了省体彩中心兑奖大
厅。原来，他在当期的中奖总额不止 1.11 亿
元，他共在两家体彩网点投注了大乐透，总
中奖金额达到 1.2 亿多元。这也一举超越徐
州购彩者中出的 1.169 亿元，跃升至江苏体
彩大奖排行榜的第三位。

不对。于是，唐先生默默地将先前的投注
方案做了修正。到了盐城，他一下飞机就
直奔常去的 09751 体彩网点，投注起了大乐
透。之后，唐先生对这次投注的号码很有
感觉，忍不住想再多买一些。当天晚上，
他路过 09108 体彩网点，又继续投注了大乐
透。

万米高空研究出中奖号码

唐先生带来的中奖票共有 14 张，有 13
张选择了追加。对此，他解释说，
“以前我买
大乐透，通常都是单式倍投，也不追加。大
乐透规则调整以后，追加奖金提升至 80%，我
觉得很划算，所以没有意外我都会追加。而
且大乐透奖池这么高，也给大奖的中出提供
了保障。说实话，规则调整后，冲着 70 多亿
元的奖池我也会多买一些。”当然，唐先生也
表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是生意人，资
金比较宽裕，大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量力而行。

80 后的唐先生有着十多年的彩龄，是
体彩的忠实购彩者。在他的影响下，他的
父亲也成为一名体彩爱好者。七八年前，
唐先生来到盐城创业，当然也不忘在日常
生活间隙坚持投注大乐透。不仅如此，唐
先生还走到哪买到哪。3 月 7 日，他到上海
出差，就投注了上周六开奖的第 19026 期大
乐透。3 月 8 日，唐先生工作结束乘飞机返
回盐城。在万米的高空，他不由自主地琢
磨起前一天买的大乐透号码，越想越觉得

把握新规则利好认准追加

通州体育中心健身服务电话

两家网点共计中出 1.2 亿元

透奖金。当期大乐透，唐先生的中奖总额达
到了 1.2 亿多元。

当期，唐先生在 09751 体彩网点共购买
是亿元大奖得主也是暖男
了 9 张大乐透彩票。其中，单票中出亿元大
奖的彩票是在该网点最后购买的。原来，唐
谈及中奖后的感受，唐先生淡淡地说：
先生在飞机上研究出号码后，对前区相当笃 “大乐透肯定还是会买下去的，奖金我打算
定，但对后区有些犹豫不决。所以，他最后
用来扩大生产规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
又用此前没有选到的 6 个号码，补打了一张 5
表现得相当镇定，不慌不忙地缓缓道来此次
倍投注的 5+6 复式票，组成了“10、12、15、17、 的购彩经过。在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
19+01、02、03、08、09、11”。没想到就是这张
曲。在举着大奖领奖牌拍完照片后，唐先生
票，中出追加一等奖 5 注，还中出追加二等奖
把领奖牌归还给工作人员。由于领奖牌上
40 注以及三等奖 30 注，单票擒奖 1.11 亿元。 的数字是活动的，工作人员接过领奖牌时，
当然，因为准确地命中前区，唐先生在 09751
数字倾斜到一边滚落到地上。这时，唐先生
体彩网点投注的其他彩票也都中奖了，在该
主动蹲下来和工作人员一起把数字牌捡了
网点他共中得 1.17 亿多元。在 09108 体彩网
起来。
点购买的彩票，也中得了 271.3 万元的大乐

公益体彩
公益体彩 理性投注
理性投注

游泳馆：
86028366

羽毛球馆：
86028368

“关注公共资源交易”
专栏
招标公告

中标结果公告

下列项目经批准实施，所需资金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tzw.gov.cn/）。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下列项目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确定，现将中
标结果公告如下：
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tzw.gov.cn/ ）。

1. 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 2019 年
农村河道疏浚工程监理，
预算金额：
约 28
万元。

1. 项目名称：通州区金沙街道 2019 年度生
态造林工程，中标单位：南通龙腾园林建设有限
公司，中标价：
869407.06 元。
2. 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 2019 年度绿化
工程测绘项目，中标单位：江苏金星测绘科技有

2. 项目名称：通州区兴仁镇徐家桥
村 卫 生 室 新 建 工 程 ，预 算 金 额 ：约
69.4585 万元。

限公司，中标价：
20400 元。
3. 项目名称：通州区通西堤防涵闸 2018 年
绿化养护工程竞争性磋商采购，中标单位：南通
新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140535.37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