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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王岐山参加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15 日上
午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要加
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锐意
进取，
开拓创新，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国
家副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
岐山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
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
以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积极推
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和深化全
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

设，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
的规律，
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又
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未雨
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好工作。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
要深化外交布局，
落实重

大外交活动规划，
增强风险意识，
坚定维
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
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平台。
几年来，
“一带一路”
建设从理念到
行动，
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
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要抓好首届
“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落实，
凝
聚各方共识，
规划合作愿景，
扩大对外开
放，
加强同各国的沟通、
协商、
合作，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
更

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
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
对外交往合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
中统一领导下，
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作，
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各地资
源，
有目标、
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外事工
作，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要发挥决策议
事协调作用，
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我市开创群体工作新局面

北航
“月宫 365”实验成功再创世界纪录

本报讯（记者 马越）5 月 15 日，在
2018 年廊坊市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获
悉，我市 2017 年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
机和抓手，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了“美丽
乡村健身工程”，共为 300 个村（街）配
建了体育健身设施，全部为新国标健身
设施。按照大力发展群众足球运动的要
求，今年利用省、市资金 554 余万元，在
全市范围内新建 16 个不同规格的足球
场地，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
为了进一步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
长的健身需求，高标准打造城市社区健
身惠民工程，实施了“城市社区体育健
身惠民工程”。该项工程共为 48 个居民

5 月 15 日，
“月宫一号”实验室内，
志愿者刘慧（前）在收集舱内种植的蔬
菜，做出舱准备。
当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
一号”实验室中进行的“月宫 365”实
验成功结束，再次刷新了人类密闭生
存的世界纪录。
据介绍，实验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开始，共历时 370 天，是世界上时间
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
障系统实验，实现了闭合度和生物多
样性更高的“人－植物－动物－微生
物”四生物链环人工闭合生态系统的
长期稳定循环运转，且保持了人员身
心健康。
实验志愿者共有 8 人，全部为北
航学生，他们分为 2 组，交替入舱，第
一班 60 天，第二班 200 天，第三班 110
天，其中第二班时长已打破此前由俄
罗斯创造的同类系统中驻留 180 天的
世界纪录。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公 告
为深入推进大厂县“科技执法、和谐交
通”建设，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大厂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将在下列地点
安装电子监控设施，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
正抓拍：102 国道 41 公里+900 米、102 国道 43
公里、102 国道 43 公里+300 米、102 国道 46 公
里+200 米、李大线 0 公里+600 米、候谭线 15
公里+180 米、涿密支线大厂连接线 9 公里+
800 米、大香线 9 公里+900 米、大香线 12 公
里+300 米。
特此公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8 年 5 月 16 日

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
导。
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提高把
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力，推进对外工
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外事工作队伍建
设，
抓好重点工作的推进、
检查、
督办，
确
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
有关领导同志、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社区配建了新国标健身设施。
按照因地
施建和“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 0.3 平方
米”标准配建全民健身设施，进一步丰
富健身场地设施种类，
切实满足社区居
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受到社区居民
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
全力推动体育组织全覆盖。市、县
两级已全部建立体育总会，
全市在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注册的各类体育社会组
织达到 118 个，乡镇级（街道）体育组织
87 个，基层群众健身站点 1500 余个，体
育人口总数 175 万人，占总人口 37.5%，
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5600 人。

■亚冠联赛

权健淘汰恒大晋级八强
5 月 15 日，天津权健队球员帕托庆
祝进球。
当日，在 2018 年亚冠联赛八分之
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队主
场 2 比 2 战平天津权健队。权健凭借客
场进球优势晋级八强。高拉特梅开二
度，两度为恒大改写比分；权健凭借帕
托和王杰的进球，两度将比分追平。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公

公

告

请以下同志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到中太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并补缴社会保险相关费
用，逾期未回公司办理的，按自动离职处理，解除劳动关系，
停缴社会保险。
涂希翔，男，身份证号 4301041991XXXX3036；
许治杰，男，身份证号 1304341990XXXX763X；
冯海豹，男，身份证号 1311271990XXXX5297；
米国强，男，身份证号 2207221988XXXX4818；
戴日英，女，身份证号 4504221985XXXX3365；
余志虎，男，身份证号 3604281985XXXX5316；
黄 帆，男，身份证号 3621371971XXXX3278；
刘夏生，男，身份证号 3621311969XXXX1717；
马丽娅，女，身份证号 1310811985XXXX1103；
芦丰琼，女，身份证号 14242973XXXX152；
李依磷，男，身份证号 1310021988XXXX4214；
张宝庆，男，身份证号 6123221973XXXX251X；
徐克矿，男，身份证号 3404061970XXXX3413；
胡杨光，男，身份证号 3404061987XXXX3437。
特此公告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1 日

告

以下同志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到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
续，逾期未回公司办理的，按自动离职处理，解除劳动关系，停缴社会保险。
李 波，男，
身份证号 5102211972XXXX5150；
张志阳，男，
身份证号 4408031967XXXX2930；
王 立，女，
身份证号 4401061967XXXX4961；
黄良和，男，
身份证号 5125341969XXXX401x；
王 刚，男，
身份证号 2308041983XXXX0010；
陈开德，男，
身份证号 5301021955XXXX3019；
董恩奇，男，
身份证号 3601021971XXXX5034；
陈友文，男，
身份证号 4301031968XXXX451X；
郭幸福，男，
身份证号 3403211954XXXX0157；
张运年，男，
身份证号 3601021975XXXX0518；
陈远中，男，
身份证号 4414251968XXXX3115；

冯达胜，男，
身份证号 4525241979XXXX1495；
冯翁田，男，
身份证号 4107041957XXXX0039；
萧永森，男，
身份证号 4420001990XXXX6417；
郭志超，男，
身份证号 4402041992XXXX4432；
张劲儿，男，
身份证号 4401251961XXXX0019；
黄冠文，男，
身份证号 4401251972XXXX0036；
叶松锦，男，
身份证号 4403011957XXXX6014；
叶 欣，男，
身份证号 4403011987XXXX6598；
杨洪民，男，
身份证号 4107281967XXXX3514；
李再兴，男，
身份证号 5101031963XXXX5715。

特此公告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1 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研究决定，廊坊早麦田食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31025063104659U）拟 申 请 注
销，并已进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廊坊早麦田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4 日

经研究决定，
廊坊市广阳区博汇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131003599903248G）
拟申请注销，并已进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
及时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廊坊市广阳区博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 年 5 月 16 日

经研究决定，河北昂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3MA08KF4D6C）拟申请
注销，并已进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河北昂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6 日

经研究决定，廊坊市宇树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31003570068189P）拟 申 请 注
销，并已进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廊坊市宇树商贸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6 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研究决定，大城县华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 任 公 司（注 册 号 ：131025000003470）拟 申 请 注
销，并已进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大城县华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5 月 15 日

经研究决定，三河市上岛六合园林有限公司
（注册号：131082000020863）拟申请注销，并已进
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三河市上岛六合园林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6 日

经研究决定，永清县中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注册号：131023000003873）拟申请注销，并已进
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永清县中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6 日

经研究决定，
廊坊市广阳区益佳诚糯玉米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1310035854046248）
拟申请注销，并已进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
及时向本合作社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廊坊市广阳区益佳诚糯玉米专业合作社
2018 年 5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