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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国航空
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大会28日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中
央作出组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的
决策，是从富国强军战略高度出发，对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航空工业体制改
革采取的重大举措。希望你们牢记使
命、牢记责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坚持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大胆创新，锐意改革，脚踏实地，勇
攀高峰，加快实现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
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组建中国航
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航空发动

机是国之重器，是装备制造业的尖
端，尽快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对于
增强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提升综合
国力具有重大意义。要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以建设世界一流航空发动机企业为
目标，依靠改革开放，立足自主创新，
弘扬工匠精神，集众智推众创，并积
极借鉴国外经验，着力攻克核心关键

技术。希望同志们牢记使命，不负重
托，努力做航空动力的保障者、制造
强国的建设者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践
行者，为保障国防安全、培育壮大新
动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马凯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指出，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

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坚决落实重大专项实施方案工作要
求，坚持创新发展，走出一条航空发
动机自主发展道路；坚持深化改革，
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现代企业；
坚持军民融合，更好服务国防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人才为本，培养
造就一批创新领军人才、科技专门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实现航空发动机从
测绘仿制到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实
现我国由航空大国向航空强国的战
略转变。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大会并宣读了习
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北京市、
中央军委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企业、高校
代表出席成立大会。

习近平对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
李克强作出批示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注销公告
三亚新艺金行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通知
海南泓泰达商贸有限公司：因贵司
违反与我司于2015年6月23日签
订的《海南时代广场写字楼租赁合
同书》的约定，我公司自即日解除
该合同，贵司须自本通知登报之日
起5日内与我公司办理租赁合同
解除后续手续及搬出租赁区。逾
期，我公司将依法处理。
特此通知

海南美联置业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3日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倡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因
受台风影响造成国税票证的遗失，
开票时间：2008-01-01，票证号
码 460108041772011、
460108041908025，合 计 税 额
35479.68 元；开票时间：2008-
04- 01， 票 证 号 码

声明
辜太身份证被盗，身份证件编号

460021197706122632，不可利用

辜太身份证代理辜太本人。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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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05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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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帐号

为：780119926568091001，核准

号为：J6420000012101，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丽媛东北农家饭，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编 号 ：

460108600300122声明作废。

▲王川彬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27198904150418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银行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支行不慎遗失专用存款账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41000035170，声明作废。

慎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东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号:J6410001636301，特此声

明作废。

▲胡凌菊、莫永秀遗失保亭县新星

花园28栋103室房产证，证号：保

房字第20160131A和B号，现声

明作废。

▲海口市力车制造厂遗失海口市

文明东路19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

登记证，编号：海口市国用（籍）第

字J0750号，现特此声明。

▲三亚金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通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统计局许海
洋同志，请你在见到通知之后速与
单位联系，并于2016年8月30日
前回单位上班，如到期不回单位上
班，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统计局
2016年8月18日

注销公告
三亚中恒信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海航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曾于

2015年11月5日向工商部门办理

了清算组备案（备案号：海备通内

字 【2015】 第 hn15110500115

号），现根据股东会决议，鉴于公司

业务出现重大转机，经公司全体股

东同意，决定终止本公司清算、解

散清算组，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

撤销上述清算组备案业务，恢复公

司正常经营。特此公告。

公司联系人：武田琳

联系电话：089868877016

海南海航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8日

460108043648559，合 计 税 额

75315.97 元；开票时间：2008-

11- 01， 票 证 号 码

460108043288546，税 额 430.79

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秀

英分店遗失收据，编号:19409-

19430，共22份，声明作废。

▲安徽省联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6902800011133，

声明作废。

▲安徽省联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证号：460028090531920，声

明作废。

▲安徽省联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09053192-0，声明

作废。

▲海南支付易网络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00001016008，现声明作废

▲傅后斌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证

一本，执业证编号：466387，声明

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供销社不

460108042254803、
460108042359757、
460108042359593、
460108042373736、
460108042465361、
460108042465353、
460108042523680、

460108042606198，合 计 税 额

70481.44 元；开票时间：2008-

05- 01， 票 证 号 码

460108042458526、

460108042474737，合 计 税 额

5380.75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倡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因

受台风影响造成国税票证的遗失，

开票时间：2008-07-01，票证号

码 460108042686789、

460108042780486、

460108042783113、

460108042912017、

460108042928603、

460108043071517、

460108043089394、

460108043099900，合 计 税 额

26243.01 元；开票时间：2008-

10- 01， 票 证 号 码

460108043629236、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转让公司100%股权
公司主要资产为澄迈县马村镇的

136296.19 平 方 工 业 用 地 和

30225.90平方厂房，距离马村港

仅约200米。有意购买者请联系

邓总：18689986701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求购房地产项目、开发土地
某上市企业为满足公司发展，寻购

权属清晰的地产项目（在建待建均

可 ）或 土 地 ，欢 迎 中 介 。

18976333878

2016年3月16日上午，北京人民大
会堂。

随着近3000名代表按下表决器，关
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行动纲领和指南。

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五
年规划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
方式。而它的制定实施，从充分发扬民
主、广泛听取意见，到经由民主程序上升
为国家意志，成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
经典范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洞察时
代要求，探索发展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本
质和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
了坚实的制度基石。

民主的真谛在于真实体
现人民意愿和社会最大公约数

这组数据来自今年的全国两会——
今年，全国人代会共收到议案462件，其中
有关立法方面的442件，有关监督方面的
14件，有关决定事项方面的6件；全国政协
大会共收到提案5375件，涉及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

这些议案、提案来自近3000名全国
人大代表和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汇
集了他们所代表的十三亿多不同地域、不
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的意愿和期待。

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在
两会这一体现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化平台
上，民主的脚步笃定前行。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
光辉旗帜。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

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发展更加
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
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使广大
人民群众反映意愿的制度更加健全、形式
更加多样、渠道更加通畅，始终确保把国家
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
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广大人民依照宪法
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
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
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是公民最重要
的民主权利。

城乡选举代表的人口比例由“8比1”
提高到“4比1”，再到实现“同票同权”；县
人大代表间接选举发展为直接选举，等额
选举发展为差额选举……选举法的每一
次修改、每一步前行都使得选举制度更加
民主，人民的民主权利更有保障。

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重要
民主形式。在我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
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特点和优势。

2014年11月13日，一场关乎中国
4000万建筑工人切身利益的双周协商
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带
着一线建筑工人的呼声和长期研究的建
议，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围绕
工伤保险的资金来源、体制机制障碍、部
门利益等问题进行详尽讨论，形成了供
国务院决策的参考建议。建筑工人工伤
维权这个多部门十几年没有解决的问
题，在这个协商平台上得以推动解决。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实践，展现了中

国特色“商量式”民主的强大生命力。有
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最终汇成解决问
题的“中国方案”。

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
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在
这些协商平台上，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
内容，让各种意见交流碰撞，不同利益群
体达成共识，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
步的强大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
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服水
土”“顺潮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
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关乎国家前途，关乎
人民命运。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思想者们将
民主引入中国，并试图把西方的民主政
治模式移植到中国。君主立宪制、议会
制、总统制，无论哪种外来模式，照搬照
抄的结果都是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在自强、自立
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选择了与西方截然
不同的民主政治模式——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

从“豆选”“三三制”到确立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成
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
立了正确方向。

通过这种民主模式，中国共产党真
正实现了倾听民声、广集民智，做到了政
治稳定、决策有效，确保了经济繁荣、社

会发展，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根植中国现实，这一制度有效保证
了人民享有更加广泛充实的权利和自
由，更加广泛深入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
治理——

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到
修改选举法实现城乡居民“同票同权”；
从调整和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生育政
策，到修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为地方
改革发展注入新活力……一系列制度和
实践，实现了对民主理念和方法的建设
性创新。

顺应时代潮流，这一制度展现出集
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
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独特优势
——

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381 元到
2013年的41908元，增加110倍；城乡
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
到2013年的26955元，增加78倍。跻
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
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指出，在人类文
明史上，中国这种成功的现代化转型和发
展是前所未有的，创造了新的发展奇迹。
这当中，中国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道路，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形象地说：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
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
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人民
意愿，顺应时代潮流，能够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政治
制度保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没有
完全相同的政治模式，也正因为如此，世
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
正在构筑一种新型的民主，这种模式较
之西方的民主拥有更加长远的目光和独
特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保证了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治说。

民主的活力在于不断创
新发展和实践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一个印章子，一个老头子”，过去人

们经常这样形容基层乡镇人大工作。没
有专门办公场所，乡镇人大主席就是一
年开好一场会，基层人大成为“短板”。

“现在不一样了，配了2名专职干
事，经费有保障了，活动有场地了，代表
们履职热情空前高涨。”当了多年甘肃武
都县黄坪乡人大主席的陈玉辉深有感触
地说。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
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
向。但也要看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挑战，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和
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必须
改进加强、探索创新。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题中应有之义。如同参天大树，中国的
民主深深扎根在神州大地的“土壤”中，
不断得到滋养，逐渐枝繁叶茂。

民主是要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是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起来的——

提出代表议案建议，每件3分；接访

人民群众，每次3分；参加视频民情连线
活动，每次2分……在重庆江北区寸滩
街道人大工委的墙上，一份张贴的《代表
活动积分公示制度》格外显眼。

寸滩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谭静说，
2013年起寸滩街道人大工委开始探索
代表履职“积分公示制”，把辖区里人大
代表履职情况量化积分，排名公示。“现
在代表积分逐年上升，对履职不积极的
代表产生了压力，代表们履职很上心。”
谭静说。

对于这样的改变，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教授徐汉明说：“健全民主制度，丰富
民主形式，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推动健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
群众的机制和平台，拓宽和畅通社情民
意表达和反映渠道。”

强化预决算监督，健全人大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制度，夯实基层人大建设基
础；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创新人大监
督方式；推进政府协商，健全决策咨询机
制、听证机制、意见征集和反馈机制；加
大人民团体协商力度，从操作机制上将
协商民主落到实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发展实践永不停息。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
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更广泛、更充
分、更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根
本保障。”徐汉明认为，民主与法治如同
车之两轮相辅相成，关键要在坚持党的
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

“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
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
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
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
式，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徐汉明说。

栉风沐雨，坚定前行。完全有理由
相信，人民民主一定能在中华大地上焕
发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中展现勃勃生机。

记者陈菲 吴晶晶 杨维汉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８日电）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