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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瓮安麒龙湖山悦府”业主：
承蒙您对本公司的关心和支持，您购买的湖山悦府D区车位已符合开盘条件。现

定于 2023年 3月 20日至 3月 24日正式选车位，由于已购买车位的业主较多，公司依据
购买D区住宅《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先后顺序分批次进行开盘，具体选车位顺序为：

瓮安湖山悦府D区车位开盘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中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将独山县
牲畜(家禽)屠宰厂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报告书的网络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

gs/detail/1?id=30314XhEM0。
2、查阅纸质版途径
联 系 人 ：陈 工 电 话 ：

13511914307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所在地及周边个人与团

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

gs/detail/1?id=30314XhEM0。
四、公众意见表提交途径
邮箱：505278186@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贵州通宇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8日

独山县牲畜(家禽)屠宰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开盘顺序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第四批次

开盘时间

2023年3月20日

2023年3月21日

2023年3月22日

2023年3月23日

签到时间

上午9:00-9：30

下午14：00-14：30

上午9:00-9：30

下午14：00-14：30

上午9:00-9：30

下午14：00-14：30

上午9:00-9：30

下午14：00-14：30

业主办理范围

合同编号2020001546-2020002582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0002588-2020003371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003377-2020004339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0004341-2021000602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1000609-2021001259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1001314-2021001997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1001998-2021002704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1002737-2022000353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请您带上《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及业主身份证前往瓮安麒龙湖山悦府营销
中心办理。因已购买车位的业主较多，本次选车位顺序依据D区住宅物业签约先
后顺序进行选择。未在通知的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签约者，则视为放弃优先选择
权，选择顺序将往后顺延。

届时如不能亲自到达现场，需要委托第三方进行办理手续的，请务必进行委
托书签订并带齐相关证件。

为了让您更便捷办理手续，具体事宜请致电0854-7879999咨询。
特此公示。

贵州麒龙集团（瓮安）湖山悦府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8日

开盘顺序

第五批次

开盘时间

2023年3月24日

签到时间

上午9:00-9：30

下午14：00-14：30

业主办理范围

合同编号2022000363-2022001317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合同编号2022001335-202303030731的82户业主办理手续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17日主
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宣布国务院领
导同志分工和国务院机构设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国务院
工作规则》，对政府工作作出部署。李强强调，要坚定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
务开展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李强指出，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
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我们每一位同志都
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执行者，就是要全面准确
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同时
提高创造性执行的能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行动派，就是要坚持用行动说话，响应党中央号召、贯彻党
中央要求，必须雷厉风行、迅速有力，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令行禁止。实干家，就是不仅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而且
要善作善成、把事做成，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
检验的业绩。

李强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对今年工作的部署，着力抓好
重点任务落实，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综合施策释放内需潜
能，推动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谋划实施新一轮国
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稳住外贸外资基本
盘。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要全力抓好农业农村工作，切实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深入
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要做好社会事业发展、疫情防控等各方面
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强强调，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落实机构改革任务，坚持严
格依法行政，提高创造性执行效能，为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提
供有力保障。国务院及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带头讲政治、
守规矩，严律己、不谋私，勤作为、勇担当，形成风清气正、团
结奋进的良好局面。

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国务院其他部
门、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

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新华社西昌3月17日电（记者 李国利 胡煦劼） 3月17日
16时 3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将高分十三号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高分十三号 02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农作物估产、环境治
理、气象预警预报和综合防灾减灾等领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68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十三号02星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李恒） 今年4月是第35个
爱国卫生月。全国爱卫办、中央文明办、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办
近日印发通知，决定联合开展第35个爱国卫生月活动。

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宜居靓家园 健康新生活”。通知明确，
要树立一批典型，弘扬爱卫新风尚。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和典
型报道，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建设爱国卫生宣教阵地，弘扬爱国卫生运动新风尚，服
务群众、发动群众，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体验感和满意度。

同时，要筑牢“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健康理念
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理念。在爱国卫生月期间，
全国爱卫办将启动“爱卫新征程健康中国行”专项活动，进一步
引导各地将节点性活动与经常性活动相结合，常态化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

通知要求，推动进一步强化城乡垃圾、污水、厕所等公共卫
生设施建设，做好机场、铁路、公交、商超、写字楼等人员密集场
所清扫保洁和消毒，完善环境卫生长效动态管理机制。聚焦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卫生热点、难点问题，在背街小巷、老
旧小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针对春夏季传染病特点，广泛开展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动员群众自己动手清理死角、清除积水、翻盆倒
罐，组织专业防制队伍开展灭鼠、灭蟑、灭蚊、灭蝇活动，有效预
防媒介传染病发生。

全国爱卫办等将开展
第35个爱国卫生月活动

新华社南京3月17日电（记者 刘巍巍） 2023年度江
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揭榜领题榜单17
日对外公布，总计150个课题，旨在广纳海内外人才，针对发
榜项目需求，提出技术攻关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强力推动科
技创新。

2022年11月，江苏面向社会征集2023年度卓越博士后
计划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揭榜领题博士后招收课题，共有
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申报课题241项。2023年2月，专家
评审会评选产生 150个课题，分布在高端新材料、生物医药
等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新兴数字产业、绿色食品等
3个省重点集群。统计显示，本次全部发榜单位计划提供配
套支持资金总额6.4亿元。

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朱从明介绍，

本次公布的150个课题，具有时代性、科技性、创新性和前瞻
性，涉及“前沿颠覆性技术”34个，涉及“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的34个，涉及“卡脖子技术”需求的33个。

在揭榜领题活动中，科技型企业热情高涨，其中包括 7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 5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
范企业。多家发榜企业负责人表示，课题紧贴生产应用实

际需求，重在解决产业关键共性难题。
当前，江苏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努力推动由

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截至目前，该省共建有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 321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60家、省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738家，总数位居全国前列。

江苏开展卓越博士后计划先进制造业
产业集群揭榜领题活动力促科技创新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韩佳诺） 国家发展改革委
17日表示，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
价格形成机制，自2023年3月17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降低100元和95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
大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
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
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
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
为。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
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降，预计受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有
继续下降的压力。

汽油、柴油价格下调

3月17日，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开展“‘桥’首未来·非
遗偶‘愈’”活动，推出非遗海派木偶课，让更多人了解非遗技
艺，感受非遗魅力。

图为当日，上海市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木偶
戏”代表性传承人项春雷向社区居民展示木偶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进入春季，作为我国最北生态
安全防护屏障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地区依然处于低温天气，当地寒地
生物生产企业和寒地试车基地一片
繁忙景象。近年来，大兴安岭地区
利用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区位优
势，发展寒地生物和寒地试车“双
寒”产业，让“冷资源”变成“热产
业”，加快推进林区经济转型发展。

图为3月16日拍摄的大兴安岭
北极冰蓝莓酒庄有限公司酒窖内储
藏的由野生蓝莓制作的蓝莓酒。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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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3月17日电（记者 顾小立） 让机器人“听
懂”诗歌含义，用外语与机器人进行对话，借助机器人进行
问卷调查、报告分析、小组演讲——这些充满“科技范”与

“未来感”的操作，正在浙江一些学校的课堂上逐步成为现
实。

在杭州外国语学校，一堂机器人课程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时而把话筒举到机器人“嘴
边”让其回答问题，时而和机器人一起协作完成实验设计、
分析运算等各种任务。课堂气氛活泼热烈，下课时，不少学
生仍意犹未尽。

“在教学方面，机器人是一种非常有趣且实用的工具。
它可以让学生们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学会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师吴锦说。

据介绍，杭州外国语学校从 2018年起就在学生中开展
“STEAM+人工智能”活动。2022年 4月，该校成立科技创
新学院，进一步整合学校教师资源，让人工智能技术与学校
日常教学、科技创新专项教育进一步融合。

在浙江，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已成
为各级教育部门与学校的共识。2019年，浙江便启动“AI+
机器人”未来英才培育计划，机器人进入浙江近 300所大中

小学校，助力学校探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教学改革
路径。

在日前举办的 2023数字教育大会上，浙江省教育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将进一步加强研究，持续一体推进相关
资源数字化、数据共享化、合作多元化，深度推动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发展。

浙江推进人工智能教育进校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