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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红星
美凯龙海湖至尊
MALL 联手和融
家居举办以“琴
瑟和谐 情景交
融 ”为 主 题 的
2019年度时尚设
计盛典在红星美
凯龙海湖店负一
楼盛大启幕。此
次设计师交流会
不仅是红星美凯
龙和融名品汇家
居用“设计改变
生活”的开端，更
是青海设计师行
业的转折点，青
海设计行业将以
此为契机，不断
突破，创新发展。

尊敬的“时代盛华”小区回迁户业主：

一、“时代盛华”小区的回迁房现已达到

交房条件，我公司将定于2019 年5月1日正

式交房。请您携带一下证件速来办理：

1、《拆迁安置协议书》（已备案）；

2、所有房屋相关收据的证明；

3、业主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证件原件

及复印件；

4、一寸免冠照片一张；

5、补缴房屋余款及相关配套费；

6、缴款可使用现金、银联卡、微信等支付

（不接受信用卡缴款）。

二、“时代盛华”小区的回迁房补超面积

款需办理贷款的客户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起

至“时代盛华营销中心”提交办理贷款的相关

手续。

三、“时代盛华”回迁户的《拆迁安置协

议》须备案后才能办理交房手续，如因其本人

原因造成《拆迁安置协议》逾期备案导致无法

正常办理交房手续的逾期责任自行承担。

四、“时代盛华”项目回迁房于2019年5

月 1 日—2019 年 5 月 15 日正式办理交房手

续，我公司结算回迁户过渡费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5月15日为止。

办公地址：城西区胜利路4号时代盛华

营销中心。

咨询电话：0971-8820888 8826999

青海盛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交房公告

新华社贵阳4月12日电（记者汪军）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卢起兴、钱作
为、杜如松故意杀人，被告人钱作为容留他人吸毒
案。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容留他
人吸毒罪分别判处卢起兴等3名被告人死刑、无期徒
刑、有期徒刑。

经法院审理认定，2018年12月20日，贵阳市公安局
花溪分局民警马金涛正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排查涉
黄赌毒线索时，接到举报称，在贵阳市云岩区栖霞小区
内有一个吸毒窝点，遂带领人员前往抓捕吸毒人员。在
到达该地点后，马金涛等人敲门并亮明身份，要求屋内
人员开门。3名被告人因惧怕被抓捕，拒不开门。

当日 18 时许，3 名被告人经商议后，分别持弓
箭、折叠刀、电棍等器械冲出门外，抗拒抓捕。守在
门外的马金涛看见开门，即对3人实施抓捕。在与被
告人卢起兴搏斗过程中，马金涛被其持弓箭用力刺中
心脏，且箭头断在体内，当场死亡。

经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钱作为容留被告人卢起
兴、杜如松在其住处共同吸食毒品，被发现后，共谋
持械抗拒抓捕，并造成被害人马金涛死亡的严重后
果，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在故意杀
人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卢起兴为直接行凶者，系主
犯，且系累犯，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
劣、后果特别严重。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
卢起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被告人钱作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
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
元；被告人杜如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

警察马金涛被害案主犯判死刑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侯晓

晨）针对部分澳大利亚媒体指责中方打
压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布雷迪，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表示，个别澳大利
亚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抹黑完全是捕风捉
影、无中生有，奉劝其恪守职业道德。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近日，部分澳大利亚媒体指责中方打压

布雷迪，并声称中方安全部门涉嫌参与
布雷迪遭窃案。4月9日，新西兰总理阿
德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媒体有关说法

“完全错误”，其本人没有收到任何中国
国家安全机关涉嫌参与有关案件的报
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也
注意到阿德恩总理的有关评论。“这充分

证明了个别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攻击
抹黑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根本站
不住脚。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难对此
作出负责任的判断。”他说。

“我们再次奉劝澳大利亚个别媒体
恪守职业道德，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
论，多做有利于促进国家间互信和友好
的事。”陆慷说。

新华社天津4月12日电（记者李鲲 尹思源）记者从
天津市公安局获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该局成功侦破
全国扫黑办督办的“12·04”涉黑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27名。

经查，被称为“黑老大”的颜某2011年刑满释放后，
大肆网罗刑满释放人员，并逐步形成犯罪团伙，插手民
间债务纠纷，非法高息放贷，并通过虚假债务公证、虚假
诉讼等手段侵吞企业及个人巨额资产。

2015年以来，天津市一家民营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
多次向颜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借款，颜某以“套路贷”的手
段，每日计息千分之三，利滚利向该民企索要高额利息。

据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局二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孙冀
介绍，为迫使这家民营企业拿出钱来，颜某还以非法拘
禁等手段威胁、恐吓该企业负责人，使其与11家公司签
订共计7.2亿元的虚假借款合同，并以伪造的资金流水
为依据，对这些合同进行了强制执行公证，使这些借款
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2017年12月4日，天津市公安局成立“12·04”专案
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天津公安机关一举打掉颜某黑
社会性质组织、杜某恶势力犯罪集团等黑恶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127 名，破获刑事案件 36 起，扣押、冻
结、查封涉案资产以及为被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共计
9.46亿元。

目前，颜某、杜某等4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天津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其余涉案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外交部：奉劝澳大利亚个别媒体恪守职业道德

一个“村”的创新之路
——中关村70年从无名之地变创新之源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如果只把
中关村当作地名，已很难理解它的本
质……从 70 年前的京郊荒野到如今的
国家“名片”，一个“村”的敢为人先、风
雨兼程，见证了一个奋斗的时代、创新的
时代。

2018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2万家，总收入超5.8万亿元，同比增长
11%。企业新申请专利8.6万件，同比增
长17%……一系列数据背后是中关村乘
势而为、务实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
展的一面旗帜展的一面旗帜””

改革开放把中关村推上了历史舞
台。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年6月,
国务院批复要求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
区；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求把中关村建
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中关村走过的每一步,都承载着国
家战略的强劲支持,打上了国家战略的

‘符号’。”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于军说。
中关村经历了技工贸时代、电子大

卖场时代、“双创”时代，一台台“386 电
脑”、一间间电子商品店铺、一杯杯创投
咖啡厅里的咖啡，中关村始终在社会经
济发展的主航道中“踏浪”前行。

联想、百度、小米，柳传志、李彦宏、
雷军……2.2 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250
余万从业人口支撑起了一个完整的创新
生态。这里不仅聚集了人才、技术、资本
等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建立了政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体系，而且活跃着 500 多家
产业联盟、协会商会等。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表示,中
关村精神体现在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
精神、产业报国的奉献精神。

中关村从不缺少创新的故事中关村从不缺少创新的故事

手机对着作业题目拍照，不到几秒
钟时间，解题思路、知识点讲解便可自动

生成。“利用高精度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
技术，结合 8000 万月活用户的海量数
据，教育科技的创新正在丰富教学形式，
也在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效率。”作
业帮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苏
静介绍。

这家2015年成立的企业，从最初的
几十人发展为目前的4000多人，从北京
一处办公地点到七处办公地点，时间只
不过4年。

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
新经济发展时期，中关村也正推进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人工智能芯片、骨科手术机器人、近
场语音识别系统……北京北四环西路67
号，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内，一批前
沿技术产品让人耳目一新。

据介绍，2018年中关村管委会联合
教育部、中科院制定相关方案，建立了12
家高校院所技术转移办公室，支持他们
推动校企合作项目1500余个，技术转移
项目411项，孵化科技企业40家。

张正涛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
员，同时也是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团队研发了全球领先的电
子光学玻璃印刷全自动AOI智能检测设
备，攻克了困扰电子光学玻璃印刷行业
长达30多年的印刷品质在线检测关卡。

近年来，中科院自动化所平均每年
孵化、培育近 10 个高科技企业、产业化
项目，创业公司整体估值近 40 亿元，推
动人工智能研究与医疗、安防、先进制造
等领域应用深度融合。

不做中国不做中国““硅谷硅谷””要做世界要做世界““中中
关村关村””

斯洛伐克投资和贸易发展局顾问托
马斯·布切克 2 日下午来到北京中关村
创业大街，为一家来自其祖国的创业团
队对接中关村创业资源。

“中关村创业资源丰富，前沿科技在
这里有机会快速投入市场。”托马斯说。

据介绍，中关村外籍工作人员有 1

万多人，海外归国的人才有 4 万多人。
在一系列出入境与居住政策和创业投融
资政策鼓励下，中关村已经成为外籍人
士来华创业的首选站。

面向世界，中关村也在“播撒种
子”。由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发
起的“藤蔓计划”，是服务高新技术企业
及机构与国际青年创新创业相对接的项
目。自2017年启动以来，“藤蔓计划”已
吸引8000余名国际留学生和500多家中
国企业参与，超过1000名国际留学生获
得在华实习机会。

来自印度的库马此前通过“藤蔓计
划”对接会找到了去网易公司实习的机
会，并顺利成为网易的正式员工。

如今，中关村已经成为全球创新资
源聚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一批国际科
技资源加速集聚并取得快速发展。英特
尔实验室、Plug&Play等一批国际知名孵
化器入驻中关村。

在引进来的同时，中关村走出去的
步伐也不断加快。

——同方威视安检设备在“一带一
路”沿线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落户，以尖
端科技为世界提供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利亚德集团制造的 LED 屏幕
已为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美国宇航局
NASA卫星操控中心等机构提供显示服
务。

——升哲科技的“消防物联网”正
“远游”东南亚，帮助当地国家搭建文物
古建筑的防火“金钟罩”。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认
为，面向未来，中关村应从全球视野、国
家战略高度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角度来
谋划和推动示范区的创新发展，肩负起
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数十年实践证明，中关村改革发展
的脚步未停歇；相信未来数十年间，中关
村创新发展的成果终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