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正道是沧桑——90年来，从探索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到开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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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2017年8月6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三土资告字〔2017〕13号）在《海南日报》、《三亚日报》及中国土地
市场网上发布了三亚市东岸村棚户区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DA2-29-
5、DA2-29-6、DA2-29-7、DA2-39-2、DA2-40-1、DA2-42-1、
DA2-44-1、DA2-46-1、DA2-52-3地块内203442.48平方米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该宗地原定于2017年9月1日09时
00分至2017年9月11日16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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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挂牌出让活动。

2017年8月7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三土资告字〔2017〕14号）在《海南日报》、《三亚日报》及中国土地
市场网上发布了DA2-13-1、DA2-15-4、DA2-17-1、DA2-18-1、
DA2-19-1、DA2-19-4、DA2-23-3、DA2-25-2、DA2-28-1、
DA4-28-3地块211342.0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该宗地原定于2017年9月2日09时00分至2017年9月12日10
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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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举办挂牌出让活动。

现因上述两宗地涉及规划用地性质调整问题，公告期内经三亚市
政府批准同意，终止上述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出让时
间另行安排。

本公告上述内容已于2017年9月7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官网（中
国三亚门户网站 www.sanya.gov.cn）上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88364406；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

务中心7 楼7013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8日

工程名称：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调整）项目4号地块供配电工程施

工招标

招 标 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赵明见

第二中标候选人：金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光宇

第三中标候选人：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万 军

开标时间：2017年9月7日10：00时,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

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联 系 人：韦先生，电话：
18789368333）进行质疑。招 标 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九月八日

中标公示

公告
（2016）琼0107执1832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城支行与被

执行人海南大兴集团万家物业发展公司、朱敬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琼0107执1832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继续查封海南大兴集团万家物业发展公司、海南滨海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名下共有的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东呖嚛桥田肚一

至三层房产【（不包含第一层C1房、C3房和第二层C2房、C3房，产权

证号：府城文庄分房证字第970003号）】。凡对上述查封的房产有异

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

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九月七日

屯昌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屯昌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7年9月16日下午14:30在

屯昌县公开拍卖：屯昌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符合此次拍卖的共38辆
（详见拍卖清单）；竞买保证金：0.5万元/辆。展示地点：屯昌县昌盛南路县政
府大院内篮球场；展示日期：9月12日至13日；报名日期：9月16日8:30-
12:00；报名地点：屯昌县昌盛南路县政府大门口物业办公室；拍卖地点：屯
昌县昌盛南路县委大院屯昌人民会堂；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
（含瑕疵）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车
辆不含号牌，成交后按现状交付；2、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
履约保证金，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3、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9月15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
（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
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并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汇款凭证来
拍卖地点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拍
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68555951 13005087166
15607579889；网址：www.hntianyue.com

“鲁能·泰山7号”项目位于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岭钻石大道南侧
地段，建设单位为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属于《海南文
昌铜鼓岭国际化生态旅游区淇水湾区域（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
围内，该项目经第四十二次文昌市规委会审议通过，该修规各项经济
技术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54815.93m2（折合82.22亩），总建筑面积
72725.22m2，其 中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71756.71m2，地 下 建 筑 面 积
968.51m2，计容建筑面积67174.15 m2，不计容建筑面积7032.96 m2，
容积率1.2（补偿后），建筑密度16.51%，绿地率40.02%，建筑限高14
层（45m），总户数557户，总停车位479个。现业主单位申请“鲁能·
泰山7号（一期）”项目和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一期技术经
济指标为用地面积48133.15 m2，总建筑面积59138.85 m2，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 58170.34 m2，地下建筑面积 968.51 m2，计容建筑面积

52946.97 m2，不计容建筑面积6191.88 m2。根据《海南省民用建筑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管理暂行办法》，太阳能补偿建筑
面积1481.89 m2，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9月8日至9月22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鲁能·泰山7号（一期）”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9月8日

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
——写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

让我们凝望那热血铸就的历史坐标——
1927年8月1日—10月27日。
8月1日，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9月9

日，秋收起义第一次亮出共产党旗帜；10月27日，毛泽东引兵抵
达井冈山茨坪，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88天，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转折。
自此，历史的地图有了新的海拔，民族的精神崛起新的峰巅。
1927—2017。
“90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历经挫折而奋起、历经苦

难而辉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大会上说。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90年前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穿越历
史启迪未来。

虎贲云集，沙场点兵。
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联合

训练基地阅兵，1万余名将士像大山
一样雄壮挺拔。

回望人民军队的来路，历史风烟
扑面而来。

1927年8月1日凌晨，起义部队
以“山河统一”为口令，4个多小时就
肃清南昌城内守军。

八一枪声，如划破夜空的一道闪
电。一个政党从此有了绝对领导的
武装力量，开始探索苦难与辉煌的奋
斗之路。

——走中国道路，必须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
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找寻”与“探索”道路，是一代代
共产党人的共同使命。

南昌起义后的一年多里，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100多次城市暴动和起
义，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秋收起义部队在进军长沙途中
就遭遇失利，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革命之路，何去何从？
转战井冈山！毛泽东审时度势，

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战略转变。

“上山，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
出发点。”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
副院长梅黎明说。

井冈山成为革命摇篮。人们感
慨这样的轨迹：中国革命大致就是按
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判断向前发展，
从湘赣边界到瑞金中央苏区，从陕甘
宁到西柏坡，最后走向全中国。

历史的巧合，总是耐人回味。
距八一起义总指挥部十余公里

的南昌西郊，有条幽静土路，被称为
“小平小道”。

“文革”期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
他常在这条小道踱步，思考党和国家
的前途。从“小平小道”上的深邃思
考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历经
思想解放洗礼和体制机制变革。

“中国的发展注定要走一条属于
自己的道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前进，
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各族人民，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镌刻下
砥砺奋进的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继往
开来的历史性飞跃。

——走中国道路，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
复兴的根本保证。

秋日井冈山，主峰“五指峰”愈发
巍峨，犹如攥紧的铁拳，从万山磅礴
中跃然而出。

什么样的力量，能使人民像拳头
一样攥紧？

秋收起义后，部队抵达三湾村时
5千多人马只剩不足千人。

唯有中流砥柱，才能力挽狂澜。
在这里，毛泽东宣布：支部建在

连上，设立党代表……
当年的连党代表、后来的共和国

元帅罗荣桓说：“如果不是这样，红军

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
成流寇。”

2016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井冈山神山村视察。

“你呀，不错嘞。”75岁的村民彭
水生向着总书记竖起大拇指。这是人
民对一个政党发自肺腑的评价，这是
一个政党在人民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走中国道路，必须与时俱
进，勇于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永远充满生机活力。

巡视员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鲜为人
知的是，早在井冈山时期，这一制度
就发挥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像
一群最早觉醒的播种者，将未来中国
的种子栽种，呵护它脱壳吐芳。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今日中国，阔步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
征程，诸多开创性的事业正在开展。

八角楼前，一棵枫树在石头下萌
芽扎根，突破重压把石头撑开。

历经90年，这棵枫树依然高大
挺拔，一如共产党人的信仰。

信仰是百折不挠的力量，无数共
产党人为民族复兴而艰苦奋斗、孜孜
以求。

卢德铭，秋收起义总指挥，牺牲
时22岁；张子清，红四军第11师师
长，牺牲时28岁；王尔琢，红四军参
谋长，牺牲时25岁；吴月娥，少先队队
长，牺牲时18岁……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大厅
内，镌刻着一排排烈士姓名，他们有
共同名字：青春。

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

牺牲近4.8万英烈，平均每天有近60
人失去生命。

这片土地上，处处生长着忠诚与
信仰。

井冈山雕塑园，一尊女红军雕
像，背手而立。

她是伍若兰，朱德在井冈山时期
的伴侣。

1929年，怀有身孕的伍若兰被
捕。面对敌人，她说：“若要我低头，
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26岁的伍若兰牺牲，成为朱德
一生的伤痛。

朱德钟爱兰花。1962年他重上
井冈山，写下诗句《咏兰》；离开时，带
上井冈兰……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
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国防大学
金一南教授说，信仰的力量，是共产
党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
神，长江抗洪精神……信仰在这里一

脉相承。
今年6月，强降雨侵袭修水县，

杭口镇党委书记匡美建、副镇长邓
旭和大学生村官程扶摇因疏散群
众，被洪流卷走，用生命践行“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
誓言。

有奋斗，就有牺牲。2013年至
2016年，全国120多名共产党员牺
牲在反贫困的战场上……

因为信仰，本可养尊处优偏向荆

棘而行，本可锦衣玉食毅然向死而
生。

在井冈山小井，一块墓碑镌刻：
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为了革命，曾志先后将三个儿子
送给他人，历经骨肉分离之痛。失散
多年重聚后，已是“高官”的母亲不徇
私情，让儿子继续务农……

信仰如火焰，检验作风，淬炼
风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400
多万党组织，8900多万党员力量凝
聚，信念更坚。

2016年考察井冈山时，习近平
总书记在八角楼慎德书屋和革命烈
士后代、先进人物代表交谈中深情提
出：“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永远保持对人
民的赤子之心——

从井冈山时期“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为人民
服务”的演讲，再到习近平提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动诠释共产
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的政治情怀。

今年2月，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
脱贫摘帽，四千多个贫困户已步入新
生活。

不忘初心，就是要凝聚起亿万人

民奋进的力量——
1928 年 8 月，敌军进犯井冈

山。农民手持梭镖大刀赶来参战，
军民众志成城，取得黄洋界保卫战
的胜利。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上
山’，其实就是找人民这个靠山！”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专家饶道良说。

不忘初心，就是要回应人民期
待，满足人民的新需求——

今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
加强烈，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
面的特点。

秋收起义策源地萍乡，曾有“江南
煤都”之称，近年陷入资源枯竭。在萍
乡转型时，勘测出一个特大煤矿。

采，还是不采？
采，就有不菲的财政来源，但可

能破坏生态。
“我们不能在绿色发展的路上

半途而废。”萍乡市委书记李小豹
说，等今后技术更先进了，再综合
利用。

如今的赣鄱大地，催生奇迹的红
色精神接力传递，新技术新业态新机
会正在涌现。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今天的中国，人人享有梦想成

真、人生出彩的机会；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今天的中国，一如生于这块红

土地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写下的《可
爱的中国》：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
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
步……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立

于峰巅的擎旗手，引领亿万人民向
着伟大梦想开始新的进发。让我
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新的精神
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

（据新华社南昌9月7日电）

➡更加众志成城——90年来，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再到“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彰显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初心情怀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
显著标志。”——习近平

➡为有牺牲多壮志——90年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信仰而来，为信念而战，谱
写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史诗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习近平

这是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据新华社西宁电 中国火星村（模拟火星基
地）总体方案讨论会近日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德令哈市召开，会议最终确定了火星村的总
体方案，初步估计该项目的总投资将超过4亿元。

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
部主任刘晓群介绍，中国火星村（模拟火星基地）
是以“荒漠旅游观光+外星生活体验”为发展目
标，以“科学+科幻+自然+生态+文化”为设计理
念，是我国目前唯一建在野外荒漠地区类火星地
貌中的火星科学文化创意休闲基地。

火星村的主体部分是由“火星社区”和“火星
营地”两个功能区组成。火星社区是以火星为主
体的旅游文化园，主要面向普通观光人群；火星营
地是由若干舱段组成的高仿模拟火星驻留基地，
其中驻舱体验活动主要针对高端特需人群。

刘晓群介绍，该项目基本功能构成包括五个
方面，即“4+1”：初期将涵盖荒漠旅游观光、太空
和地外星球生活体验、天文与航天科普教育、影视
文化活动四个方面，未来还可进一步创建和提供
相关科学实验条件为研究机构服务，开展科研和
外场实验工作。

我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
总体方案敲定
总投资逾4亿元

这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红崖
地区的模拟火星基地。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爱因斯坦错了？

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
发现动力学暗能量证据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董瑞丰）对
于宇宙间神秘的暗能量，科学研究有了最新突
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一支研究团队近日
发现了暗能量随时间演化的证据，这一发现表明，
暗能量的本质有可能不是爱因斯坦百年前提出的

“宇宙学常数”。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公博领导的一个国际团

队，利用其开发的暗能量重建方法，在3.5个标准
差水平发现了暗能量状态方程随时间演化的证
据。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天文》近日在线发
表了该成果，并在随后刊发国际知名学者撰写的
解读文章。

“这意味着暗能量的本质可能不是真空能，而
是某种动力学场。”赵公博说。

目前研究发现，我们身处的宇宙正在加速膨
胀。理论上，宇宙的加速膨胀可能由约占宇宙总
能量密度70％并具有负压强的暗能量引起。揭
示暗能量的物理本质，成为现代科学中最重大的
课题之一。

暗能量的物理性质体现在其“状态方程”中，
即暗能量的压强与能量密度的比值。在传统的真
空能—冷暗物质（LCDM）宇宙学标准模型中，暗
能量是爱因斯坦在1917年提出的“宇宙学常数”，
即真空能，其状态方程为值为－1的常数。在此
模型中，暗能量不具有任何动力学性质。

2016年，赵公博曾带领国际大型星系巡天
“斯隆数字巡天三期（重子振荡光谱巡天）”合作
组，利用最新观测数据和新方法，在宇宙演化的多
个时期，以高精度测量得到了重子声波振荡信
号。这一测量也成为此次研究突破的基础。

赵公博表示，暗能量的动力学性质还需要下
一代大型巡天观测的证认，期待在未来5年至10
年内，世界上最大型的星系巡天“扩展重子振荡光
谱巡天”“暗能量光谱仪”“主焦点光谱仪”等项目
将帮助人类揭开暗能量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