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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推出反映现阶段海南社会科学研究领先
水平的成果，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
精品力作，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社科联决定组织
实施“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项资助社会科学
学术著作出版。2015年第一阶段征稿工作已经结
束。现启动第二阶段工作，面向全省公开征集文库
书稿。有关事项如下：

一、“文库”资助对象是已经完成且尚未公开出
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侧重资助基础理论研
究成果，尤其是党的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理论大众化
研究成果、海南人文历史研究成果、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问题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研究成果。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已结项
书稿如符合条件要求，优先列入“文库”资助出版。

二、申请人（著作者）须为海南省内各社会科学
研究（教学）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应具有副高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且为申报成果第
一作者。申请出版资助的著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
治导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
有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
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

朴实；达到出版条件要求，著作权不存在争议。字数
一般在20-30万字，最多不超过50万字。

三、采取作者申报、同行专家推荐、单位审核、学
科组评审、公示、编委会审定等程序选定“入库”书
目。

四、列入“文库”的著作，由“文库”编委会办公室
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组织出版、统一宣传推
介。出版单位拟选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等。著
作权归作者，版权归编委会。

五、申请人应填报《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请
书》（一式4份），连同书稿（一式3份）统一送交“文
库”编委会办公室。本次征稿从即日起至2015年10
月8日止，逾期不候。

详情请登录海南社科网（http://www.hnskl.
net/）查询《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组织实施办法》，
《申请书》也从该网下载。联系人：岳老师，电话：
6536659，地址：海口市海府路老省委大院第二办公
楼311室。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年9月8日

“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征稿公告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2015]17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海
口市秀英区丘海大道西侧94903.49平方米（142.355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出让地块位于海口市秀英区丘海大
道西侧，土地总面积94903.49平方米（142.355亩）。由10宗相邻地块
组成。土地用途均为仓储用地含批发零售用地（仓储用地≥85%、批发零
售用地≤15%）。土地出让年期为：仓储用地 50年，批发零售用地 40
年。该地块评估总价款为6544.07万元。

根据海规函[2014]2398号和海规函〔2014〕1705号，本次招标出让
地的用地性质为物流仓储用地兼容批发市场用地（其中物流仓储≥85%、
批发市场≤15%）、容积率≤1.46、建筑高度≤24米、建筑密度≤45%、绿地
率≥20%。部分地块面积较小，不具备单独开发的条件，为集约利用土
地，需与周边相邻用地整合开发。

二、投标人资格：中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投标。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综合评分总分最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中标者，如有得分相同情况，由评标小组当场投票决定中标者。

四、投标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招标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5年9月14日至
2015年9月28日下午16时整（北京时间），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
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投标。报名时间
为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28日下午16时整（北京时间）

五、投标保证金及付款方式：投标保证金按评估地价的60%缴纳，即
3926.442万元。交纳投标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16时
（北京时间）。投标人须在报名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海口市土地储备整
理中心账户。

六、投标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5年10月8日前确认其投标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定于 2015年 10月 9

日下午14时30分至15时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投标，2015年10月9日下午16时开标。

本次招标不接受电话、口头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邮寄投标文件。
八、其他事项：1、出让地块利用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达到六通，

红线内场地平整。地上已有部分建筑物，经评估地上建筑物价值量为
人民币3786.47万元。竞得人需自行办理地上建筑物的规划报建等手
续，并承担所涉及的税费；2、招标宗地条件：出让地块主要功能为建材
综合市场。按现状条件包含地上建筑物招标出让，不接受联合投标；3、
投标人应在报名之前缴交投标保证金。定标当天我局向中标人发出
《中标确认书》，中标人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若原缴交的投标保证金
足以支付的，则自动转为合同定金，余款自动转为出让金；若原缴交的
保证金不足以支付的，则由中标人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之日起五天内缴齐。受让人应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后的30日内支付清土地出让金和地上附着物价款；4、项目受让人
自交地之日起3个月内要开工建设，24个月内竣工开业。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
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十、咨询电话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0898-68531700、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9月8日

据新华社拉萨9月7日电（记者顾瑞
珍、张晓松、刘洪明）7日上午，西藏会展
中心迎来了尊贵的客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
俞正声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这里，出席
《圆梦中国 西藏华章——西藏自治区成
立50年成就展》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9月的圣城拉萨，天空湛蓝，艳阳普
照。西藏会展中心今天首次启用。俞正
声宣布成就展开幕。随后，中央代表团
全体成员兴致盎然地参观了展览。

辉煌50年，大美新西藏。西藏自治
区成立50年成就展由伟大历程、辉煌成

就、美好未来三部分组成。展览通过大
量图片、图表以及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
和实物、生动新颖的多媒体演示，展示了
西藏自治区成立的重要历史进程和伟大
历史意义，充分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在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支

援下，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创造了短
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西藏
民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展览各个区
域从不同侧面都对这一成就进行了集
中展示。在一张张图表图片、一件件文

物实物面前，俞正声频频点头，表示肯
定。当他看到展览配合新颖的多媒体
影音技术，以活泼生动的形式，展示出
今天的西藏呈现出科学发展、和谐稳
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民生改善、生
态良好、党建加强、边疆稳固的面貌时，

非常高兴。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刘延东、孙春

兰、杜青林、向巴平措、帕巴拉·格列朗
杰、热地、张阳，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和
西藏自治区各族各界群众参加了成就
展开幕式。

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
参观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成就展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
我们向西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所有为西藏发展付出心血和汗水的人
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西藏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里
幅员辽阔，是祖国极为重要的战略屏障。
这里的人民勤劳智慧，在艰苦的自然条件
下创造了来之不易的成就。50年前，西藏
自治区的成立，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时代，迈上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
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征程。50年来，
西藏自治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
国人民的支援和全区人民的奋斗下，巩固
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好局面，取得了
民主改革之前不敢想象的进步，实现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完善治藏方略，健
全治藏举措，雪域高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
兴旺景象。2014年，西藏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超过900亿元，住房、就业、教育、饮水安
全、医疗保障、信息服务等得到全方位改善。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在物
质文明进步的同时，西藏的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很好传承，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得到普遍尊重，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力
保护。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是西藏各
族人民同心共济、艰苦奋斗的结果，是西

藏各级党委政府坚定贯彻中央方针政
策、各族干部“缺氧不缺精神”拼搏奉献
的结果，是全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
50年来西藏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表明，社
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归根
到底，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祖国的怀抱
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才
有长足发展，才能长治久安。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全面实现
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
能掉队”，是党中央的坚定决心，是全国人
民的共同愿望。当前，西藏已进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如何确保到
2020年西藏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如何稳步推进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任务是繁重而
艰巨的，但只要我们坚持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治藏方略，坚定
不移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定不移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坚
定不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一定
能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

前不久，中央召开第六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进一
步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
战略部署。建设更加美好的新西藏，务必
牢牢把握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
则，努力实现西藏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
面稳定；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各民族中
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基础
设施、特色优势产业、生态保护与建设为
重点，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民生显
著改善，推进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西藏各
族干部群众务必紧紧抓住机遇，充分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传承发扬“老西
藏”精神，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以
昂扬风貌和扎实工作创造崭新业绩。

50年风雨兼程，西藏“换了人间”，充
分证明我们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充
分彰显西藏的发展稳定乃民心所向。让
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沿着既定的道路
前进，为推进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西藏各
族人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坚定道路自信 建设美好西藏
——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

新华社拉萨9月7日电 今年是西
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9月8日上午
10时，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
会将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举行。

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
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
播，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
中国网、国际在线也将同步直播。

“三台五网”8日上午
将直播西藏自治区

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

人民日报社论

新华社拉萨9月7日电（记者涂
洪长、华晔迪）为表达党中央的亲切关
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出席西藏自
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
团，向西藏赠送多项纪念品。目前，大
部分纪念品已运抵拉萨，并陆续发放到
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手中。

这些纪念品充分考虑西藏群众的
实际需要，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当地
民族宗教习俗，既有纪念意义又务实

简朴。纪念品共计八大项，包括贺匾、
贺幛、画像、便携式太阳能电视机、电
动不锈钢酥油茶机、骨质瓷酥油茶杯
套装、镁质强化瓷吉祥八宝茶杯、珐琅
彩平安瓶等，主要面向西藏自治区基
层组织、学校、卫生院、敬老院，行政
村、农牧民、城镇家庭，寺庙、佛学院，
在职干部职工、教师、城镇居民、驻藏
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离退休
干部职工等发放。

中央代表团
向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赠送纪念品
纪念品共计八大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
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
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
明天。”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颁
发抗战胜利纪念章仪式上、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大
会上、在人民大会堂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纪念
活动主题，弘扬无数英烈用生命铸就的抗战精神，
宣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真理，
昭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
三篇重要讲话，为整个纪念活动注入深刻丰富的
思想内涵，给行进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中华儿女
以巨大精神力量。

越是饱尝苦难的民族，越理解盛衰的意味；越
是历经沧桑的国家，越懂得自强的重要。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70多
年前空前的民族危机唤起空前的民族觉醒。在中
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中华儿女抱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国难当头
挺起民族的脊梁，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全面
的全民族的抗战”为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
作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
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
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
程。这种民族觉醒和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
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在这场艰苦卓绝的
抗争中，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
我们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
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能力。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意味
着光复主权、重整山河，更意味着光复人心、
重塑精神。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经历
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对民
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追求，更加坚定了掌握
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意志。波澜
壮阔的抗日战争及其精神遗产，已深深浸润
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支撑我们迈向民族
复兴的精神伟力。

穿越历史风云，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
华儿女的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国家
强大、民族强盛是每一个中国人生存、发展、尊
严的基本保障。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是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每个中华儿女的
梦，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共同努力。从
救亡图存走向强国富民，从伟大胜利走向伟大
复兴，在继往开来的新的征程上，沿着一代又一
代人的足迹去兴国创业、再铸辉煌，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神圣责任。铭记历史教训，弘扬抗战精
神，守护和平，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创造更加
灿烂的明天。

1942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后不久，刘
伯承、邓小平联名发文说：“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
者血泊的周围踟蹰，而是踏着他的血迹前进，向死
者与我们共同坚信的真理前进！”回望是为了更好
地铭记，缅怀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是为了更好地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让我们
携手并肩，万众一心，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创造民族复兴
的灿烂明天

——四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
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
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
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
加灿烂的明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振奋人心。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始终发扬伟
大的抗战精神，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万众一心、脚踏实地，向
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河南林州市任村镇南荒村，曾是抗
战期间太行山重要物资储备地，“家家住
过八路军，人人送过军需品”。如今，南
荒村已改名南丰村，村支部书记张家正

说，“抗战胜利是全国人民共同抗争，以
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回顾历史更觉当前
生活来之不易，更觉肩负的责任重大。”

“传承历史，珍惜历史，才能展望未
来。”老军人、山西省军区原副参谋长苏
凤恒说，用生命浇筑的丰碑，已刻进我
们的胸膛，伟大的抗战精神，已融入中
华民族血液，指引着我们未来的征程。

“我们年轻一代成长在共和国的旗
帜下，沐浴着和平的阳光。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启发我们不要忘记那段浴血
奋战的历史、那些为国牺牲的先烈。”北
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林楠说，从那段历史中，可以汲取智慧
和力量，照亮未来之路。

陕西延安宝塔区区委书记严汉平
说：“今天的和平发展环境是革命先烈

通过浴血奋战开创出来的，抗战期间中
共中央就位于宝塔区，当前推动革命老
区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加快发展责任
重，但抗战历史与传统犹如‘灯塔’，始
终鞭策激励我们干好每一项工作。”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精神的
力量坚不可摧。

“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子弹少，吃
不饱，但靠着团结一心赶走了侵略者。”
百岁抗战老兵、河南省新安县李村镇刘
邦村刘宗玉感慨地说，“现在搞建设，团
结一心，祖国才能繁荣富强，百姓生活
才能安稳。”

“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穷凶极恶的
侵略者，靠的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靠
的是中华民族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
大团结、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国家

人民大团结。”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
文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同样
要靠万众一心、团结合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平认为，爱
国主义精神是引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
的一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
导每一个中国人认识历史、铭记历史，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励他们在未来
追求理想时，将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认清使命、勇担责任。当新的梦想征
程开启，尤其需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河南省委副书记邓凯表示，要凝聚
力量，万众一心，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加快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和富民强省，让中原在

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
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每个

人都添砖加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就
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为一名“80后”，天津市河西区尖
山街街道干部马惠兰表示，自己工作在
服务群众的基层第一线，就是要发挥自
身潜力，踏实工作，服务百姓。

“实现中国梦，青年学子应在感悟
时代、紧跟时代中珍惜韶华，锤炼自己、
提高自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
会主席张作伟说，作为当代大学生，要
把传承红色基因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
起来，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要结合起
来，不懈奋斗努力成就百年复兴梦想，
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凝聚磅礴力量 开创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