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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齐泓鑫 孙琪

近日，教育部根据有关精神要求
对大中小学教材进行修改，将“8 年
抗战”改为“14年抗战”，进一步体现
对历史的尊重，对抗战精神的弘扬，
以及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

中国人民奋勇抗日、保家卫国的
历史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从“九一八”
事变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前六年的
局部抗战是后八年全国抗战的基础
和准备，全国抗战则是局部抗战的延
续和发展。

面对日寇铁蹄，中国共产党率先
举起武装抗日旗帜。“九一八”事变后
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号召
民众进行民族自卫战争。随后选派杨
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一大
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组织抗战，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抵抗日本侵略者，为
全面抗战和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极大感染了
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意识。一大批反映
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唤醒了广大民
众，其中《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

等传遍大江南北，鼓舞着一批又一批
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迄今，这些
歌曲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抗战，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
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
牲支撑起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确立“14年抗战”的概念，能让我
们更全面更准确地看待历史、铭记历史。
同时也表明，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尊严的决心及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十四年的悲惨沉痛与苦难深重，

十四年的艰苦卓绝与历尽险阻，十四
年的百折不挠与坚贞不屈，是全民族
对独立和解放的追求，是全民族对摆
脱屈辱实现国家富强的渴望。十四年
的牺牲奋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得以淬炼升华。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尊重、铭记历
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如今，我们站在
新的起点，更要弘扬抗战精神，强化国
家意识，让历史在年轻人心中扎根，使
之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澎湃动力。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14年抗战”是一段完整的民族记忆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11日发表的《中国的亚
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阐述了中国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白皮书说，中国坚持实现半岛无
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国将继续
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推进半岛无核
化、实现半岛及东北亚长治久安作出
不懈努力。

白皮书说，中国一贯认为，搞冷
战式的军事同盟、构筑全球和地区反

导体系，既不利于构建战略稳定与互
信，也不利于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及地
区安全格局。美国和韩国宣布并推进
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
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
在内的本地区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与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努力背道而驰。中
国坚决反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强
烈敦促美韩停止有关进程。

白皮书说，中国支持阿富汗和平
重建，认为只有推进“阿人主导、阿人
所有”的包容性和解进程，才是解决

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正确出路。中国将
继续为推进阿富汗和解进程发挥建
设性作用。

白皮书指出，中国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主张国际社会应按照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
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广泛开展
合作。同时，在反恐问题上不能搞“双
重标准”，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
国家、民族、宗教相联系。

白皮书说，中国一贯提倡平等、务
实、共赢的海上安全合作，坚持以《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认的国际
法和现代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
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地区海
上问题的基本准则，坚持合作应对海
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白皮书强调，中国始终坚持通过
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坚持通过制
定规则和建立机制管控争议，坚持通
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坚持维护南海
和平稳定及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

白皮书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的
主权有着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
方愿继续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
解决有关问题。

中国阐述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郝亚琳 王慧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1日发表《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
白皮书。

白皮书1万6千余字，除前言和结
束语外，共分中国对亚太安全合作的
政策主张、中国的亚太安全理念、中国
与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中国在
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中国
参与亚太地区主要多边机制、中国参
与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六部分。

白皮书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
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
来，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亚太地区
的重视和投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
深刻调整，亚太地区格局也在发生重
要深刻变化。

白皮书说，中国愿同地区国家促
进共同发展，夯实亚太和平稳定的经
济基础；推进伙伴关系建设，筑牢亚太
和平稳定的政治根基；完善现有地区
多边机制，巩固亚太和平稳定的框架
支撑；推动规则建设，完善亚太和平稳
定的制度保障；密切军事交流合作，增
强亚太和平稳定的保障力量；妥善处

理分歧矛盾，维护亚太和平稳定的良
好环境。

白皮书指出，中国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努力走共
建、共享、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未来
的地区安全架构应是多层次、复合型
和多样化的，其建设应是地区国家的
共同事业，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与地
区经济架构建设协调推进。

白皮书介绍了中国同美国、俄罗
斯、印度、日本等地区主要国家的关
系，表示中国积极发展与亚太其他国
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增进政治互
信，加强经贸联系，密切人文交往，扩
大防务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白皮书阐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
核、反导、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海上
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介
绍了中国参与中国-东盟合作、东盟与
中日韩（10+3）合作、中日韩合作、东亚
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
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上海合作组
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
亚太地区主要多边机制的情况。

中国政府首次就亚太安全合作政策发表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何晓源
刘红霞）记者11日从财政部了解到，
针对2016年下半年以来南方部分省
份遭受较强的台风、洪涝灾害，中央
财政于近日拨付4亿元农业生产救
灾资金。

据悉，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受灾地
区做好台风、洪涝等灾后农业生产恢
复工作，以及草原牧区冬季饲草储运
和柑橘黄龙病疫情应急防控工作。另

外，财政部要求受灾地区及时拨付资
金，切实加强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
拨付34.89亿元用于2016年农业生
产救灾。近期财政部将会继续密切关
注台风以及冬季易发暴雪、冰冻等灾
害性天气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并视
灾情状况积极安排农业生产救灾资
金，支持各地做好救灾保生产工作。

中央拨付4亿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张宝印 贾启龙） 全国征兵网（网
址 http：//www.gfbzb.gov.cn）10 日全
面展开网上兵役登记、应征报名和
政策咨询工作，今年征兵准备工作
全面展开。

据了解，2017年 12月 31日前年
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在6月30日
前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当
年年满17周岁未满18周岁的男性高
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本人
自愿的也可以参加兵役登记。

通知要求，各地要健全完善组织

领导，调整充实省市县三级征兵领导
小组和征兵办公室，4月1日起全面
展开日常性工作，并逐级组织业务培
训；强力推进征兵报名率、上站率、合
格率、择优率、退兵率落实，把征兵实
施的各环节纳入考评体系，落实责任
追究；严密组织兵役登记，6月30日
前完成兵役登记任务，2016年未登
记的必须全部补登；广泛开展征兵宣
传，切实把征兵宣传工作做细做实；
扎实做好高校预征，努力提高大学生
预征对象上站率；配套完善政策制
度，切实提升军人军属荣誉感。

今年征兵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通知确保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
者11日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获悉，
2017年我国将彻底出清“地条钢”等落
后产能，并要求在6月30日前全部取
缔。相关部门目前派出12个督导组赴
河北、河南、广西、黑龙江等地，就钢铁
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再次进行排查
整治，“地条钢”就是其中的重点。

所谓“地条钢”，指的是以废旧钢
铁为原材料，用工频、中频感应电炉
冶炼的劣质、低质螺纹钢、线材及不
合格不锈钢产品。

打击“地条钢”会不会影响钢铁
供需关系从而抬升价格？业内专家表

示，从目前情况看，我国钢材产量仍
有过剩，淘汰“地条钢”不会造成建筑
钢材资源紧张、供不应求。更为关键
的是，中频炉等落后产能退出，有利
于维护良好市场环境，使规范的钢铁
企业受益，特别是替广大消费者挡住
了有安全隐患的建材产品。

“‘地条钢’必须‘归零’，这是绝
对不能容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林念修透露，2017年去产能将
着力开展清落后、控总量、提门槛、促
重组、推循环和严监管六方面工作，
并将首次利用卫星监控钢铁煤炭企
业的生产、出货量和排放情况。

我国明确取缔“地条钢”时间表
6月30日前全部取缔

邢台日报广告部 电话：3129962

注
销
公
告

邢台福垚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03MA07K5P64D），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销。希望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前来协商办理。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福垚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2日

清 河 县 宏 达 宾 馆 不 慎 将 公 章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声 明
沙 河 市 赞 善 张 康 烟 花 销 售 点 不 慎

将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130582600096009 ，核 准 日 期 ：2011 年 01 月

29 日 ，声 明 作 废 。

声 明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申请人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2月13日，到南和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或南和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2月13日，持竞买申
请书，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资格证明，法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保证金交纳凭证，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
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
明等以上资料及复印件三份（复印件加盖公章）到南和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2月13日17时，本次出让
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或口头竞买申请。具备申请条件的，出
让人将在2017年2月13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交纳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1、开户银行：河北南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户名：南和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092020122000054608；
2、开户银行：农行南和支行；户名：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号：50224001040018598；
3、开户银行：建行南和支行；户名：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号：13001655918050507153；
4、开户银行：邢台银行南和支行；户名：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账号：8861812011000000051。
七、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挂牌时间为：2017年2月3日9时至2017年2月15日11时（十个工作
日）。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出让地块内如有空中电力线、通讯线、地下隐藏物、埋藏

物、地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力设施、热力燃气设施、铁路线、建
筑垃圾等均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有费
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2、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
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
受，包括同意接受《挂牌出让须知》的约束，违反有关条款的，将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3、本次公告内容如有变动，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九、出让人及其地址
出让人：南和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
地 址：南和县和阳大街295号
联系电话：0319---4561626
十、报名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 址：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宋璟大街西段路北）
联系电话：0319---4667186
出让单位：南和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
交易见证机构：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月12日

南和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国土告字[2017]2号

经南和县人民政府批准，南和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出让编号南和县【2017】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经巨鹿县人民政府批准,巨鹿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 拍卖 方式出让 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
于 2017年01月12日 至 2017年02月07日 到 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
区 获取 拍卖 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7年01月12日 至 2017年02月07日 到 巨鹿县政务中
心一楼便民服务区通过拍卖公司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7年02月07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 2017年02月07日17时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2017年02
月08日10时00分 在 巨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号开
标室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拍卖土地使用权有保留价（保密），竞买人的

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不
成交。

2、欠缴土地出让金的企业及个人不予参加本宗地
块的竞买。

3、拍卖人于2017年1月20日组织申请人进行现场
踏勘，集合地点：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申
请人也可自行进行现场踏勘。

4、出让宗地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的拆除，空中电
力线、通信线、地下隐藏物、地下管网等均由竞得人自
行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
行支付。宗地界内建筑物 732.52 平方米，将随土地一
并出让。

5、本次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委托邢台融德拍卖
有限公司实施，由被委托人接受竞买申请及竞买人资格
审查并确认竞买资格，委托人不再受理上述事项，委托
人只负责监督。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319-2296865、13931923118

2017年1月12日

巨鹿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巨国土冀拍告字[2017]01号

注
销
公
告

隆 尧 县 东 信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
130525NA000144X），成立日期：2011年9月28日，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销。希望与本社有债权
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
商办理。如本社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即视为弃权，本社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隆尧县东信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7年1月12日

河北：去年查处环境违法企业3300多家
2016年河北省开展“利剑斩污”专项执法行动，查处环境违法企业

3300多家。检察机关批捕环境污染犯罪487人、起诉1200人，立案侦查职
务犯罪166人。

《红楼梦》纳入2017年北京高考必考范围
记者11日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7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

明》正式发布，语文将《红楼梦》等6部经典作品纳入必考范围。

2016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同比减少1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2016年

两岸人员往来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台湾居民来大陆573万人次，比
2015年增加30万人次，同比增长4.2%。大陆居民赴台湾361万人次，比
2015年减少近80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同比减少14.4%，为8年来首
次出现下降。 （均据新华社）

速读中国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