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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下列货运车辆挂靠在我公司名下，车辆所有人
不按约定履行购买车辆保险以及车辆检验、检测等法定
及约定的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为维护我公司合法权
益，根据《合同法》第 94 条、96 条规定，我公司现决定解除
以下车辆所有人与我公司签订的挂靠合同。并公告通知
你们。自本公告登报之日你们的车辆与公司的挂靠关系
自行终止。

车辆相关信息如下：
舒 春 明 ：赣 G93538（赣 G3920 挂）；任 宪 余 ：赣

GP5666；刘剑：赣 GP1573；曹新国：赣 GP1463；周得宝：

赣 G93666（赣 G5095 挂）；徐天兵：赣 GP1482；方胡中：赣
G94136；丁 士 伦 ：赣 GP1416；汪 利 友 ：赣 G92677；董 春
发：赣 GP1370；周井深：赣 GP1793；余希南：赣 GP0812；
徐 结 炎 ：赣 G93111；查 滚 金 ：赣 GP1636；黄 旺 丁 ：赣
G92388；张启胜：赣 G92668；苏建华：赣 G93101；何进生：
赣 G93488 （赣 G3979 挂）；洪麒麟：赣 G93272；鲍金祥：赣
G92687；虞运胜：赣 G94525；程冬：赣 G94892；陈青旺：赣
G92751。

彭泽县宏达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3日

解除车辆挂靠合同通知
九江洋街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建设，现对本

工程的方案和初步设计进行公开招标，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1.项目名称：九江洋街建设项目方案和

初步设计（二次）；2.建设地点：九江市浔阳区湓浦街道；3.设
计规模：用地面积约 90 亩，建筑面积约为 180000㎡，项目总
投资约 150000 万元，本项目投资约 800 万元；4.招标范围及
工作内容：本工程的方案和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

二、报名条件。1.企业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及以上资
质；2.项目设计负责人应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3.企业近五
年内（2014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完成过单项合同工程建筑
面积不少于 90000㎡（或单项合同设计费用不少于 640万元）
的类似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设计业绩；4.本项目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5.外埠来赣设计单位应在开标前按江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有关要求办理电子信息登记手续,否则视为投标
资格审查不合格，其投标无效；6.投标人被“信用中国”网站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不得
参与本项目的招标活动。

三、技术成果经济补偿。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
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四、投标须知。1.凡符合资格条件且有意参加本次投标
的投标人，凭本企业 CA 证书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起至投标截
止前一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站报名、下载资格审查
和招标文件。2.招标文件下载、答疑网址：江西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www.jxsggzy.cn/web/）。3.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九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发布媒介。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江西省招标投
标网、九江日报。

招标人：九江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任女士，07928983575 18770266616
招标监管机构：九江市浔阳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招标公告

习近平在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 为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 日前往北京展
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他强
调，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
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
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70 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
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
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70 年后再出发，而今

迈步从头越。要展示好、宣传好新中国波澜壮
阔的发展历程、感天动地的辉煌成就、弥足珍贵
的经验启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进。

李 克 强、汪 洋、王 沪 宁、赵 乐 际、韩 正、王
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 4时 10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来到北京展览馆，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以编年体为时间主线，安
排设计了 5个部分，并体现历次党代会和重要中

央全会、五年规划（计划）等方面的跨段主线，选
择 150个“新中国第一”进行展示，每 10年设置英
雄模范人物墙，充分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科技展
示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实
现的伟大跨越，清晰展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深刻揭示新
中国 70年巨变背后的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纪念新中
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浮
雕，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
法权利瞬间的照片，寓意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
几代人命运得以改变的场景，展现安徽小岗村
18 户农民在“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
群像，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旧貌换新颜的视

频，显现 1998 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的场面，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设计，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模型，展
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说明，反映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实
践的沙盘，展示人民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
下奋勇前进的展板，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
景，描 绘 区 域 发 展 战 略 的 地 图，模 拟 月 球 车、

“天眼”等的模型，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

桥模型，体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展览长廊
犹如时光隧道，一张张图片展板、一件件实物
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项项互动体验，吸引
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
看，认真听取讲解，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在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一线的同志表示诚挚问候
祝贺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正式开播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9 月 23 日是秋分
日，我国迎来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通
过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向全国广大农民
和工作在“三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

候，并热烈祝贺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正式开播。
习近平指出，春种秋收，天道酬勤。农业根基

稳，发展底气足。“三农”领域的成就，是全党全国
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广大农民和农业战线
工作者辛勤劳作的结果。在此，向全国广大农民

和工作在“三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对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正式开

播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他们深入宣传党中央
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深入
宣传农业农村农民在新时代的新气象新面貌，

在全社会营造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
浓厚氛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我国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我国
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我

国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中央电
视台农业农村频道是我国首个面向“三农”的国家
级全媒体频道，以深入宣传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
建设美丽中国等为重点，9月 23日正式开播，每日
播出18小时。

除了分数，还有“诗和远方”
——美育润泽青春少年健康成长

如果精神世界没有童话、歌谣和大自然的
云彩、花朵、鸟叫虫鸣，如果心灵世界没有动人
的音符和丰富的颜色，如果没有艺术爱好和艺
术修养，青少年如何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
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
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
长。

从成都校园里的国学经典诵读到湘西南大
山里的美术课，从福建师大附中的“美育校本课
程”到苏州星湾学校的油画写生社团……美育
在中国大地上蓬勃生长，润泽着青春少年，帮助
他们变成“最好的样子”。

让传统文化经典润泽美丽心灵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里桂花飘香。
晨读时分，走廊上回响着学生们国学经典的朗
朗诵读声。

“读传统经典感觉怎么样？”记者问道，孩子
们叽叽喳喳地说：“我喜欢吟诗，诗歌比流行歌
更美、更好听”“我喜欢王维”“我的偶像是诸葛
亮”……

48 岁的马凡美是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的语
文老师，也是该校国学吟诵教学的发起人。两
年前，她给所教班级家长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她
的教育计划和即将开启的教学改革：每学期用
两个月左右完成语文课本教学，其余时间按照

《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四书五经、
四大名著的顺序，由浅入深系统地培养学生。

家长提出疑问：“大量时间学教材外内容，
如何保证考试成绩？”“古文相对晦涩，会不会难
度太大？”

直到发现孩子们的变化，家长们才逐渐打

消疑虑。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校长周英说，通
过诵读，传统文化润入孩子的心田，他们的认知
观念、举止言谈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某次早操时，一名男生身体不适吐了一地，
低年级的黄卓言主动拿起扫帚清理呕吐物。老
师问他为何这么做，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要做一个善良的
人。”

“美育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润物细无
声’。有了美的滋养，孩子们一辈子生活都会有
阳光。”马凡美说。

让更多孩子描绘大山里的“童画”

从湘西南的双牌县城出发，走“36 弯盘山
路”翻过山，通过“72 拐下坡路”到何家洞镇，沿
着一井江再走 16 公里，才终于到了山坳坳里的
蔡里口村小学。

对这所位于两省三县四乡交界处的偏远小
学来说，专门的美术课原本只是一个“传说”。

“学校没有专职美术老师，美术课都是由别的科
目老师兼任。因为美术材料缺乏，老师上课就
是指着某幅画让学生自己‘依葫芦画瓢’，或者
教一些简单的简笔画。”蔡里口村小学校长李松
福回忆。

改变在 2017 年的暑假到来：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里
开展美育夏令营，大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接触
到了版画、油墨、扎染、超轻黏土、丙烯画、国画、
水彩……

孩子们在志愿者引导下，到村庄、田野、小
溪去采风。即便一片树叶、一个石子、一朵花，
都能变成孩子笔下的“精灵”。

擅长绘画心理分析与治疗的志愿者张莎莎

注意到，学校里 90%都是留守儿童，长期亲情缺
失，他们普遍自闭、自卑。刚开始，他们提笔特
别拘谨，甚至需要老师握着他们的手来画画。
在志愿者的鼓励、引导下，孩子们的作品变得线
条自信、画幅丰满，色彩运用越来越丰富，创作
也更加自由。

如今的蔡里口村小学俨然成了一个“美术
馆”——校园的墙角、树木上到处可见孩子们充
满童真的画作。

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美育夏令营已
推广到全省 9 所偏远的民族小学，越来越多的
农村孩子得以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我们希望能推动乡村美育的普及，让更多
孩子来描绘属于大山的‘童画’。”美术与设计学
院教师谷炽辉说。

让“美”更多源自生活

“做细细依妈稠稠提起（小时候妈妈经常说），
邻里和睦啊好做事，囝囝你着记得这道理……”

这首《金厝边，银乡里》出自福建师大附中
校本课程《福州“虾味”——乡土音乐》。

“美育课程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调动学
生学习的热情。‘就地取材’的元素往往最能让
学生产生共鸣。”福建师大附中艺术教研组组长
林群说。

方言进课堂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了福州
歌曲依字行腔的特色，在传唱乡音乡情时学习
并弘扬了传统文化。

在蔡里口村小学，志愿者因地制宜开发特
色美术课。

“美术并不是奢侈的艺术，而是源自生活。
团队根据双牌县漫山遍野的楠竹资源，开发了
一系列就地取材的课程。”美术与设计学院党总

支书记范迎春说。
源于孩子画作原稿素材的“竹壁画”、柳叶

沾染墨水拓印在纸上组成女书文字作品、用竹
筒制成的民俗乐器“渔鼓”……

“通过这些作品，孩子们对家乡的资源、文
化越来越自信。”李松福说。

让每一次“美”的成长都是因为你

今年 7 月，年仅 28 岁的厦门六中阿卡贝拉
合唱团指挥高至凡突发重疾英年早逝，引发社
会的深切关注和惋惜。为表彰他在音乐教育上
的贡献，教育部追授高至凡为“全国优秀教师”。

厦门六中副校长戴鹭坚说，六中合唱团的
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至凡等老师的大胆创
新：新奇好玩的阿卡贝拉加上一首首动听的音
乐作品，经由青春少年的纯真声音演绎，传递出
温暖的正能量。

今年教师节，厦门六中合唱团推出新歌《因为
你》献给高至凡和普天下的老师，再成刷屏之作。

“ 因为你，我们学会了如何倾听早春的鸟
鸣；因为你，我们明白了如何捕捉盛夏的虫吟；
因为你，我们领悟了晚秋和深冬的寂静；每一次
成长，都是因为你……”

越来越多的老师为孩子们“美”的成长倾注
心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油画写生社团是国
内为数不多的初中生油画写生社团。2011 年，
美术教师徐宏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每周带着孩子们画半天油画，分文不收。他还
带孩子们到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莫斯科郊外
的乡村，在顶级美术馆、博物馆对着原作研究临
摹；国内的足迹更是遍布江西婺源、青岛崂山、
广西桂林……在他的引导下，约 30%的往届油
画社成员选择美术作为未来的专业方向。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在美育师资
队伍建设方面，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人数由
2008年的43.41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71. 7万人。

在中央高度重视下，近年来全国学校美育
在政策体系、育人导向、教育教学、资源保障、推
进机制、品牌项目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希望全社会支持美育，让更多的高至凡脱
颖而出，让美育遍地开花，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戴鹭坚说。

（执笔记者：邹声文、陈弘毅；参与采写：刘
巍巍、谢樱、吴晓颖、胡浩）（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石油基本自给
1963年 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
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十分
薄弱，仅有甘肃玉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
延长等几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 12 万吨，国
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开发建设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和青海
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
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 4 个石油、天然
气生产基地，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
进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1959 年全国
原油产量达到 373 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

达到 40.6%。但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
需要。

60 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重
困难和巨大压力，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
期打响的。经过 3 年多的奋战，到 1963 年，我
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
形成了年产 600 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现
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 年 1 月 21 日，石油工业部
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
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
织华北石油会战。到 1965 年，在山
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

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战打开了
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
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到
1965 年底，中国原油产量达到 1131 万吨，实现
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
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上接一版）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投资的主体
发生变化，计划在国庆节后进场，在春节之前
基本完工。

位于甘棠公园内的市动物园，始建于 1957
年，占地面积仅 20 余亩，场地狭小，笼舍破旧，
相关功能设施缺失，饲养条件差，动物福利得
不到有效保障，观赏效果也不理想，难以满足
市民观赏需求。市动物园迁建项目原定一期
工程于今年 5 月开工，但至今仍未动工。市城
发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市委、市政府发
展夜间经济的总体规划，该项目的功能定位、
设计方案、用地面积、投资总额都有较大的提
升，所以在原来的规划设计上会有比较大的改
变，待最终明确后，将加快项目的推进，争取早
日开工，早日开园。

芳兰湖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是一项
系统性的水环境治理项目，项目建成后可确保
芳兰湖水域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以上，项目责
任单位为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该项目原
计划今年 8 月开工，但目前仅完成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财政承受能力报告、物有所值评估
等前期专家评审工作，未按时开工。鄱阳湖生
态科技城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涉及到的区
域较多，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农业、林
业、湿地防汛、抗旱，所以前期的论证条件项目
比较多；该项目采取 PPP 的建设模式，审批程
序较多，计划年前完成招投标和设计工作，年
后正式破土动工。

九江学院教育资源整合建设项目原计划
今年 8 月开工。7 月底，记者在现场采访时，该

项目当时仅完成了方案设计并送市自然资源
局报批，在开展征地拆迁工作。9 月 19 日上
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工地仍未开工。对此，
九江学院回复：目前初勘已结束，9 月 15 日启
动了 EPC 招标，9 月 17 日完成了初步设计审
查，全过程跟踪审计单位招标工作已启动。

当前，各责任单位要严格对表抓进度，按
时间节点要求倒排工期，加密协调调度，确保
如期推进；要严格对标提质量，严加项目监管，
建成的项目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要严
格宗旨求效益，要将每个项目建成群众的满意
项目、市民的口碑项目。

九江火车站北广场改造工程一拖再拖
近期才全部完工

去年 9 月 20 日，九江火车站北广场和外广
场的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原计划今年 6 月 30 日
可竣工。而在 6 月 28 日，记者采访时，业主单
位市国资公司负责人解释，因前期雨雪天气和
增加三个品质提升工程的影响，导致工程要延
期到 7月底竣工。

9 月 19 日上午，记者再次对火车站北广场
进行回访时看到，仍有工人在做最后的扫尾工
作。市国资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单位都在
做开放前的准备工作，联合整治办在配备相关
的安保人员，玉禾田公司在准备清洁人员，国资
公司在准备物业管理、电器维修、消防控制人
员，相关的人员到位后，火车站广场地下室即可
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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