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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阿贡火山喷出火山灰。
阿贡火山位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东北部，海拔3031米，是

印尼129座活火山之一。 新华社/路透

11月25日，运送偷渡者的船只抵达利比亚的黎波里一海军基地。
利比亚海军下属的海岸警卫队25日宣布，在利比亚西部海域

打捞起31具偷渡者遗体，并救起约200名偷渡者。 新华社/法新

走向未来的学习走向未来的学习
——全球视野下的“深圳奇迹”

新华社记者 刘丽娜 蔡国兆 冯武勇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
“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学习的重要性。
善学者赢。
如果挑选中国现代化建设征程中的一个世

界级学习型城市，很多海外人士的第一反应是深
圳。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
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
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英国《经济学
人》这样评价。

善学者胜 始终瞄准国际标准

“深圳充满‘全球思维的人’，他们爱学习，也善
于学习。”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来深圳的教师劳拉·
卡茨说，这座城市“快速、充满希望、潜力无限”。

站在城市的视角，深圳几十年向世界学习，在
于擅长从多角度多层次“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毗邻香港、背倚南粤的地缘优势，改革开放
先行者的政策优势，聚合全国“闯家”的人才优
势……深圳找准关键点，学习世界，取法乎上，在
中国乃至全球重要城市中牢固树立自身所长。

“目前对人类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技术
创新仍在信息技术。深圳已经是信息产业的全
球生产、创新和交易中心。”深圳发展研究院院长
吴思康说。

学习，让深圳出现了更多的第一。
信息科技、加工贸易、港口航运、生命健

康……向国际标准学习，追赶超越，深圳形成了
多个世界级的产业优势。

学习，让深圳实现了更快的赶超。

连续24年，深圳出口额居全国内地大城市
首位。

“目前深交所的各项指标在国际上已是前几
位，在全国形成了科技创新企业的市场集聚效
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吴利军说。

善学者强 把握“创新”金钥匙

深圳多年来的发展实践显示，现代化建设征程
中，中国学习世界善于结合国情，将学习所得内在
化、本地化、中国化。这一过程中，创新是关键。

学习与创新一体两面。学习可以促进创新，
创新是高水平的学习。

曾经，国际舆论把深圳等同于“山寨工厂”。
而今，华为、腾讯、传音、大疆……一系列深圳原
创品牌在全球越来越响亮，世界早已改变对深圳
的成见。

过去五年，深圳连续入选国际权威的全球创
新城市百强榜，是中国在关键领域领先的“枢纽”
城市之首。

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创新能力城市排行榜》
上，深圳多年居于首位，在高新制造业占规模工
业增加值比重、人口活力以及万人授权专利量等
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库分析显示，2011
年至2016年，深圳的国际合作条约专利申请年
增长速度居全球首位，是日本东京的2.5倍，美国
硅谷的3.6倍。

硅谷观察家、国际数据公司全球移动设备跟
踪器项目副总裁瑞安·里思认为，从科技创新角
度看，深圳和硅谷各有优势，形成互补。

随着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加快，深圳
正在以新的方式探索源头创新，推动经济加快转
型升级。

善学者智 变世界镜鉴为养分

多年来，“深圳速度”是“中国速度”的代言。
1980年至2016年，扣除物价因素，深圳GDP年
增速平均达22.6％。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预计
将成为继上海、北京后又一个跃入“2万亿元人民
币”量级的中国大城市，相当于4个瑞典或波兰的
经济总量。

从市民获得感看，深圳人均GDP超2.5万美
元，已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正朝着更高收
入阶段稳步迈进。

居安思危，知危图安。深圳人并没有在速度
的光环中松懈。放眼世界，相时而变。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世界
经济格局，以国际为镜鉴，深圳敏锐把握“竞速时
代逝去，竞质时代开启”的机遇，响亮提出从“深
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跨越。

放眼未来，深圳又富有远见地抓住了“标准”
这一国际竞争的牛鼻子，全面构建“深圳标准”，率
先创建标准化创新型城市。截至2016年底，深圳
研制的国际标准累计达到1200多项。

从最初只有3万多农民到1200万人口的大
都市，从当年的“逃港潮”到如今的“回深潮”，几
十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深圳已成为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的亮丽名片。国际观察
家看到，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深圳在世界赛场
砥砺奋进的强大推力。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
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
走进新时代的郑重宣示，也吹响了深圳这座改革
创新之城迈向新征程的奋进号角！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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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西部海域31名偷渡者溺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记
者 赵琬微）记者26日晚从北京市
教委获悉，针对社会关注的幼儿园安
全问题，北京市教委正在组织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工作。同时，要求各区
建立动态监管档案数据库，并为每所
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北京市教委要求，各区对各级各
类幼儿园在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
育教育、教职工队伍和内部管理等方
面进行全面检查，建立动态监管档案
数据库。在检查过程中，对消防、技
防监控、食堂等安全领域进行重点检
查，对设备设施不到位、使用不规范
的，即刻整改。

根据相关要求，各区将为区域内
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负责
做好对幼儿园监管、促进幼儿园规范
办园等工作。各区还要指导各级各
类幼儿园建立健全家园沟通机制，引
导家长和社区参与园所建设与管理，
并指导幼儿园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机制。

此外，北京学前教育研究会26
日发布致全市幼教从业者倡议书，强
调保护幼儿生命安全、尊重幼儿人格
尊严、维护幼儿合法权益是幼教从业
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标准，呼吁全市
幼教从业者加强自律与监管，向一切
有损儿童身心健康的不当行为宣战。

北京市教委：

为每所幼儿园
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精神，经江
津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江津区决策咨询委员会，下设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专题委员会。区决策咨询委
员会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专家库，开展
咨询、论证、研究工作，为江津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现将有关事
项启事如下：

一、人选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政策敏感性和判断力较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学风优良，治学严谨，学术造诣精深，在相关工作(研究)领域成绩

比较突出；
（三）热心并关注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分析、研究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四）身心健康（年龄原则在70周岁以下，特殊人才可放宽），能参与

调研、咨询、论证、评审等相关工作。
二、人选范围
（一）国家级专家（“两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级研究机

构专家学者或领导）；
（二）在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和权威的省（市）级专家（高校、

市级机构专家或领导等）；
（三）热心江津发展、实践经验丰富的在职或离退休干部（市、区、区级

部门及各镇街）；
（四）管理经营经验丰富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三、工作任务
（一）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工作安排，对全区有关项目、规划、政策、措

施的制定进行咨询论证，提出建议和意见；
（二）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工作安排，对区里已批准出台的重大政策实

施情况进行评估论证，并提出修订和完善建议意见；
（三）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区

委、区政府提供有关建议；
（四）为区委、区政府提供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前沿信息；
（五）参与区决策咨询委员会或其他单位委托的咨询、论证研究工作。
四、征集方式和程序
专家征集采取自荐和单位推荐（可交叉推荐）相结合的办法，专家经

遴选，报区委、区政府审定后公示。专家库成员将按照规定享受有关待
遇。

五、报名时间和方式
（一）有意申报者请于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前，将《江津区决

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库成员推荐表》纸质件报送到江津区委宣传部（江津区
行政中心）1744办公室，或将电子件发送到jjqskl@163.com电子邮箱。

（二）《江津区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库成员推荐表》可登录江津网
（http://www.cqjjnet.com）公示公告栏目，在本公告后点击下载报名
表。也可直接拨打电话023—81220347询问，联系人：黄磊。

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
2017年11月27日

江津区面向社会征集区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库成员的启事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7〕22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9时—2017年12月3日16时。11月27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

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

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重庆交易大厦4楼，联系电话：63830051、63832367（FAX），联系人：李女士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7年11月27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7022（总第81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2747773

亩

4121.659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79

万元/亩

18.6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0014X2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677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 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92号恒大中渝广场恒大中心T9楼28层02、03、04、05号

邮政编码：400000

成立日期：2016-03-07 发证日期：2017-09-1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重庆分中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叙利亚：军事打击收尾

俄罗斯国防部25日说，俄空天部队
当天出动6架图－22M3远程轰炸机，
向盘踞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伊斯兰国”目
标展开空袭。

在俄空天部队的空袭支持下，叙政
府军及其友军正在对“伊斯兰国”武装发
动最后清剿。同时，以库尔德武装为主
的“叙利亚民主军”也在幼发拉底河东岸
与“伊斯兰国”抢夺地盘。

11月19日，叙军方宣布全面收复
“伊斯兰国”在叙最后主要据点阿布卡迈
勒。目前，“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控制区
仅剩代尔祖尔省部分村落、该省西部沙
漠地区以及东部与伊拉克接壤的边境地
区。

叙利亚分析人士指出，叙境内打击
“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已进入收尾阶
段，“伊斯兰国”在军事上的终结只是时
间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

国”在叙利亚从此彻底消失。
叙军事专家谢里夫·谢哈德说，溃逃

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化整为零，
以散兵游勇的形式在沙漠地区打游击
战，他们可能投靠叙境内其他极端组织
或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也可能转移到利
比亚和阿富汗等地，与当地极端分子合
并重组后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伊拉克：展开最后清剿

伊拉克政府军清剿“伊斯兰国”的军
事行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23日，政府
军清剿行动正式展开，至24日已清理
8200平方公里的区域，收复122处村
庄，并拆毁数百个简易爆炸装置。

本月17日，伊政府军成功收复“伊
斯兰国”在伊境内的最后一处据点拉沃
镇。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随后表示，在收
复拉沃之后，伊拉克已经在军事上终结

“伊斯兰国”。
分析人士指出，“伊斯兰国”对伊拉

克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
伊反恐事务专家希沙姆·哈希米对

新华社记者说，安巴尔、萨拉赫丁和尼尼
微三省交界的沙漠地带面积超过1.3万
平方公里，仍有约800名武装分子盘踞
其中。

哈希米认为，为避免“伊斯兰国”再

次兴起和类似组织出现，实现伊拉克的
社会和解才是关键。他说，“伊斯兰国”
此前正是利用了伊拉克教派间的矛盾和
社会混乱，趁机坐大。

■警惕极端组织卷土重来

伊朗总统鲁哈尼数日前宣布，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被彻底剿灭。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官方网站上公布通报
说，伊朗派遣的军事顾问在打败“伊斯兰
国”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伊朗的这番表态引起舆论高度关
注。分析人士认为，并非位于地区反恐
事务前沿的伊朗，特地强调其在打败“伊
斯兰国”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其目的
在于借助积极参与国际反恐事务，提高
地区影响力，增加与沙特等地区宿敌抗
衡的实力。

近期，沙特与伊朗的矛盾不断升
级。随着中东地区进入“后‘伊斯兰国’
时代”，地区力量面临重新组合，地区大
国之间的争斗也恐将愈发激烈。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东地区大国继
续进行激烈博弈，恐引发地区局势新一轮
动荡，也将给极端组织卷土重来之机。

（综合新华社记者郑一晗、郑凯伦、
程帅朋、穆东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24日发生的埃及恐袭，
“伊斯兰国”难脱干系，其手
段之残暴恰恰表明该组织正
走向衰败。虽然“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落入
穷途末路，但中东地区在反
恐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后‘伊斯兰国’时代”
中东反恐任重道远中东反恐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