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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中惠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交房公告
尊敬的中惠紫金城机电汽配城一标段、二标段、三标段商
铺及中惠紫金城 11号楼、12号楼、13号楼业主：

中惠紫金城机电汽配城一标段、二标段、三标段商铺及中惠紫
金城 11号楼、12号楼、13号楼已具备交付条件。现从即日起集中
办理交房手续。

一、集中交付时间:一标段、二标段 、三标段商铺 即日起-
2019年 9月 30日 11、12、13号楼 2019年 9月 30日-2019年 10月
28日（具体时间按楼栋分配，另行电话通知）

二、集中交付地点：中惠机电汽配城二标段 5楼（12号楼对面）
三、业主需携带资料：购房合同原件、付款凭证原件、业主及共

有人身份证、房屋尾款（含政府代收费用）、物业管理及配套设施等
相关费用。

联系电话：13532272626
特此公告！
恭祝业主喜迁新居、万事如意！
注：由于本次交房量大，需要分批交房，请各位商户及住户给

予谅解。
青海中惠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9月 10日，“青稞酒振兴与品牌赋
能”媒体沟通会在互助土族自治县青
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来自省垣
媒体及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银会，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营销中心总经理张芬军等酒业负
责人共同探讨青稞酒行业营销模式
及未来发展，进一步加大媒体宣传力
度，提升青稞酒品牌影响力。

活动当日，媒体记者进入青海互
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主厂区，探秘
高品质青稞酒酿造工艺，了解天佑德
青稞酒诞生的历程和传承 600年酿酒
工艺，并感受天佑德的企业文化和发
展面貌。在厂区，听着酿造部车间经
理文生海的介绍，大家深感其中蕴含
的广博酒文化和酿酒技艺。在现代
酿造车间，酿酒师傅们以青稞为原
料，根据冬春和夏秋季节的温度，制
成“槐瓤曲”和“白霜满天星曲”，并在
贮存三个月后，按一定比例混合使
用。紧接着，通过“清蒸清烧四次清”

工艺和花岗岩窖池发酵，对达到发酵
周期的酒醅进行蒸馏，掐头取尾、取
其精华。然后用陶瓷大酒坛储藏，让
酒质更佳，用先进的分子筛和生物膜
等技术除去残存的有害物质，最终经
精密的仪器检验合格后，包装、陈列
到消费者面前。

天佑德青稞酒是以天佑德酒坊
为 首 的 八 大 作 坊 经 历 代 传 承 ，于
1952 年在国营互助酒厂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大型青稞酒酿造企业，
被称为“中国青稞酒之源”。目前，
天佑德青稞酒拥有占地 1200 亩的青
稞酒生产基地，以及 25 万亩青稞原
粮直供基地，年产青稞原酒 4.5 万
吨。2011 年 12 月，公司在深圳证券
交 易 所 挂 牌 上 市 ，自 上 市 以 来 至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02.99亿元，上
缴税金 34.69亿元。

在主题交流活动中，各界媒体人
和记者纷纷表示，天佑德青稞酒公
司既是海东市首家上市公司，也是

青海省利税大户，尤其是 3万吨青稞
原酒生产基地的投产运营，推动了
青稞酒酿造工艺的优化升级，为生
产高品质青稞酒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撑。同时，在订单农业种植、延伸
产业链条、助力精准扶贫、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为
推动海东市乃至青海省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带动农民增产增收发挥企
业的示范引领作用。作为青海省龙
头企业，天佑德在研发及生产更好
品质青稞酒的同时，与时俱进抓住
新媒体时代契机和传统媒体优势，
进一步实现自我品牌价值提升。各
媒体平台将通过媒体间的相互交流
与学习，抓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
同的宣传方式，以更加直观与全面
的角度加大青稞酒宣传力度，让青
稞酒文化走出青海，走向世界，通过
媒体积极发声，将青稞酒渊源的文
化传播给更多人，让更多的人了解
青海，让青稞酒走向国门走向世界。

“青稞酒振兴与品牌赋能”媒体沟通会举行

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拟决定向一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
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授予国家勋章和荣
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国
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家最高荣誉。颁授为什么要经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此次评选经
过了哪些程序？将授予哪些种类名称？
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决定 由国家主席授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
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亦对此

作出了规定，并明确了具体程序。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各方面
的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授予国家
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沈春耀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草案说明
时表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这次授
予工作的法律程序安排是，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并签署国家主席令。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定，

国家一般在国庆日或者其他重大节日、
纪念日，举行颁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
称号的仪式。此外，对于在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法施行后 （即 2016年 1月 1
日之后）去世的，可以追授国家勋章、国家
荣誉称号。

候选人评选坚持最高标准和
功绩导向

沈春耀介绍了决定草案起草的工作
过程和此次颁授活动把握的基本原则。

据了解，2019 年 1 月初，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知》，对做好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评选工
作作出整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各项
工作始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党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统
筹协调。

提名评审工作正式启动后，各地区
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后，由相关单位承
担归口评审任务。各归口评审单位认真
制定工作方案，采取工作小组评议、听
取专家及相关部门意见、党组会 （党委
会） 会议研究等方式，对本领域初步建
议人选进行了严格评审，确定了人选排
序。

在充分参考归口评审单位排序意见
基础上，经全面比选、综合平衡，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决定正式开展
考察工作。8 月上中旬，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对“共和国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人选进行考察。根

据考察结果，8 月 23 日，党和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通过了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8月
27日至 9月 2日，进行全国公示，建议人选
得到全社会广泛和高度认可。

沈春耀说，评选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最高标准，坚持功绩导向，以实际贡献为
最重要衡量标准，坚持立场坚定、品德高
尚、群众公认的基本要求，反复比选、好中
选优，确保建议人选经得起人民考验、时
间考验。

将颁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授予“共和国勋
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人选。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
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
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
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
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
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
誉的杰出人士。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定，
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以“人民”，也可以
使用其他名称。国家荣誉的具体名称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定授
予时确定。

据悉，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人民科
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
英雄”“人民楷模”“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

“‘ 一 国 两
制’杰出贡
献 者 ”“ 外
交 工 作 杰
出贡献者”

“文物保护

杰出贡献者”等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沈春耀表示，此次评选突出时代精

神，充分考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鲜明
主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均应有代表性人物入选；优先考
虑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注
重人选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
实事求是，适当考虑各方面情况，合理确
定人选。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第一
次集中颁授 具有创制性

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作出基本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法对这一重要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为开
展颁授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活动，将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的
第一次，具有创制性，是实施宪法关于国
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要实践，对于切实彰
显宪法精神，增强全民宪法意识，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
意义。”沈春耀说。

沈春耀表示，开展颁授活动，隆重表
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
勋模范人物，就是通过肯定他们的历史功
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他们国
家最高荣誉，彰显其政治声誉和崇高地
位，向全社会发出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
重英雄的强烈信号。

他还指出，授予功勋模范人物勋章
荣誉，大力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
要的是通过树起标杆、立起旗帜，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更
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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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 日下午表决
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 42人国家勋
章、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女）、
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

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玛

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萨利姆·艾
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娜·维尼
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斯）、让－
皮埃尔·拉法兰（法国）、伊莎白·柯鲁克
（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

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
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蒙、秦怡
（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
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
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

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
族）、高德荣（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
誉称号；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
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
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
者”国家荣誉称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谁来授予？如何评审？种类几何？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热点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