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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拍 卖
▲万恬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南

西海岸2.3期B17-2103号房的房

款收据一张，金额：100000元，收

据编号:No160008696 .特此声明

作废。

▲万恬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南

西海岸2.3期B17-2103号房的房

款收据一张，金额：302682元，收

据编号:No160007834 .特此声明

作废。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广告

▲海口龙华晓东轮胎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601 0660

0113 176，现声明作废

▲陈宗武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2198604071618，特此

声明。

▲李军旗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编

号：412827196909092170，特此

声明。

▲张丹梅遗失中级会计师证，证件

编号：0043799，声明作废。

▲澄迈秀旅客运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460027793134075，声明作废。

▲李道进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8604108517，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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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5338978956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五指山 186898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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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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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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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城区已动工土地转让
手续齐备，另有酒店（39间）转让
联系：13337626381李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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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里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南

西海岸2.3期B17-1303号房的房

款收据一张，金额：341577元，收

据编号:No160007844 .特此声明

作废。

▲朱里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南

西海岸2.3期B17-1303号房的房

款收据一张，金额：80000元，收据

编号:No160008272 .特此声明作

废。

▲海口龙华秦晓东轮胎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01

0660 0193 905，现声明作废。

▲李奕龙遗失海口绿地集团五源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

化城海森林收据一张，编号：

3012028，认筹房号：3 栋 11 层

1101房号，金额：261938元，声明

作废。

据新华社杭州4月30日电（记者王俊禄）谢
文锦，1894年生于浙江省永嘉县。1917年毕业
于省立杭州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到上海，在
《新青年》杂志任职。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谢文锦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
人被党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春，
谢文锦回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军事政治顾
问鲍罗廷的翻译，并任中共中央秘书。

1924年秋，谢文锦按党中央指示到浙南传播
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筹建党团组织，创建了浙
南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这是浙
江省直属中央领导的第一个党组织。

1925年4月，谢文锦在《新青年》发表《列宁
与农民》一文。这是我们党早期系统介绍列宁论
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章，此文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被选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1925年上海
五卅惨案发生时，谢文锦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副
主任（主任为刘少奇），他和李立三、刘少奇、汪寿
华等一起发动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1926年7
月谢文锦调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2月，
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组织领导工作。

1927年4月上旬，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4
月10日夜，谢文锦主持召开南京地委扩大会议，
研究应对国民党右派的具体对策时，被国民党特
务侦缉队包围了会场，谢文锦等人不幸被捕。凶
残的国民党特务对他们使用了极其残酷的刑罚，
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谢文锦等人宁死不屈，表
现出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气节。三天后，谢文锦等
十人被秘密杀害，年仅33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谢文锦：
为革命我们不怕牺牲

朝鲜将从5月5日起
使用修改后的平壤时间

据新华社平壤4月30日电（记者程大雨 吴强）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30
日通过《关于修改平壤时间》的政令。要求朝鲜将
从5月5日起启用修改后的平壤时间，以东9区标
准时间为准，比现有的平壤时间提早30分钟。

2015年8月15日，朝鲜开始使用以东经127
度30分为基准设立的“平壤时间”为朝鲜标准时
间，比先前采用的东9区时间推迟30分钟。

谢文锦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4月30日，在英国伦敦，新任命的内政大臣
赛义德·贾维德走出内政部大楼。英国政府30
日任命赛义德·贾维德为内政大臣，接替29日因
“遣返移民”事件辞职的安伯·拉德。 新华社发

英国任命新内政大臣

新时代，奋斗者
——走近全国“最美职工”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发布了郭玉全等一批“最美职工”先进
事迹。让我们一起走近“最美职工”，聆听他们的故事。

在北京金隅琉水环保公司，有
一位职工家喻户晓，他从前致力于
水泥熟料煅烧，如今致力于环保事
业，他就是在建材行业赫赫有名的
全国劳动模范——郭玉全。

在企业水泥工艺革新和生产
线更新换代的过程中，郭玉全积极
参与，贡献力量：“预热器阀板、管
路改造”创造效益400万元；引进
先进节能理念实现能源和工艺的
精细化管理，降低单位产品标煤耗
和电耗，年节电1400余万度，整体
电耗下降5%……

成为水泥行业“技术大拿”的
梦想实现了，郭玉全又积极投身企
业的节能环保事业。在北京市“垃
圾焚烧飞灰资源化处置”重大研发
课题中，郭玉全带领团队历时10
万多小时的研发，成功推出水泥窑
协同处置飞灰技术，解决了“垃圾
处理最后一公里”难题。2017年，
由企业建设的飞灰处置二期工程
投入试运行，两条飞灰处置线年处
置飞灰7.0万吨，可有效解决北京
市目前70%以上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处置难题。

“大家好！我们今天讨论如何系
统提升班组安全保障能力，克服班组
在人员素养、安全环境、设备隐患管
理方面的问题。”这是贵州构皮滩发
电厂保护班“1小时创新小课堂”的
场景，话题由组织人李霄抛出。

在保护班办公室里有一个小角

落，班员们围绕着小圆桌面对面讨
论，摆满的专业书籍方便随时查阅。
从2010年开讲至今，小课堂早已成为
保护班每周五9点“雷打不动”的常规
工作。大家在这里“头脑风暴”，碰撞
出思想的火花，孵化出智慧的点子。

“没有小岗位，只有大事业”是保

护班恪守的信念。别看他们人不多，
却承担着全厂5台60万千瓦发电机
组的继电保护、稳控系统、直流系统
等设备的日常维护与检修工作，被誉
为发电厂安全运行的“保护神”。

2009年，保护班刚成立就受命
承担构皮滩发电厂二次专业安装调

试工作，完成继电保护设备106套安
装投运；2011年，发电厂首次进行机
组大修，保护班4个人30天，完成40
余项检修工作任务；2013年，保护班
创新性提出班组安全管理“未遂控制
323法”，荣获全国班组安全建设与
管理成果展示比赛特等奖……

“为振兴国防军事工业保驾护
航”是冯世毅的梦想。

20多年来，作为哈尔滨第一机
械集团车辆事业部车体分厂的一名
电焊工，他扎根焊接操作与研究领
域，不断努力钻研，在实践中创新和
总结，完成了装甲板等高强度特种材
料的单面焊双面成型操作，掌握了

铝、铜及其合金异种材料的焊接，高
强度薄板焊接变形等技术绝活，取得
了焊接高级技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等职称，并于2017年成为国家级

“冯世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名副其实的中
国兵器关键技能的带头人、中国兵器
焊接大工匠。

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困难在所难
免，但冯世毅始终坚信没有闯不过去
的难关。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研制
了一种在水面上运输车辆的自行履
带式舟桥车。由于这种车在水面上
行驶，要求甲板的厚度很薄，最薄的
甲板厚度仅为1.5毫米，给焊接工作
提出了如何避免薄板焊接变形的“世

界性难题”，解决办法就是薄板焊接
变形的矫正。

接到课题，冯世毅夜以继日，刻
苦钻研，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成
功攻克了高强度薄板焊接变形矫
正难题，并撰写了《薄板焊接火攻
矫正法》，目前此技术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

6年时间，从非洲高原到邻国老
挝，从有“新时期的坦赞铁路”之称的
亚吉铁路到“一带一路”典范工程中
老铁路，有一位工程师用辛勤的工
作、不懈的投入，刻下了中国建设者
的风采。

他叫徐州，是中铁二局六公司中
老铁路二工区总工程师。

在亚吉铁路施工时，由于项目部
标段地处埃塞俄比亚热带高原，地层
以火山爆发而形成的火山岩、次生岩
土为主，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沿线找
不到符合标准的常规填料。徐州带
领课题攻关小组沿线探寻，经过上千
次的配比实验，终于成功攻克“火山
灰”技术，不仅解决了填料匮乏的难

题，节约了巨额的工程建设成本，还
为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一种可以广泛
应用的施工技术和材料，为当地未来
的建设发展拓展了资源。在中老铁
路施工中，徐州参建的项目地处老挝
首都万象市，距离万象市区仅30公
里，是中老铁路最重要的标段。

徐州带领团队创下中老铁路全

线第一个桥梁桩基成桩、第一个桥梁
墩台成型的好成绩，12天建成钢筋
厂、20天建成中老铁路展示馆和安
全体验馆、1个月打造出楠科内河特
大桥和万象北站两个标准化施工示
范段共计2.7公里，刷新了在国内铁
路建设都不可能完成的速度。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在这个崇尚
劳动、赞美劳动者的日子里，我们向
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
诚挚的节日祝贺！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具有伟
大奋斗精神的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
新、自强不息。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这段风云激荡的历程，刻印下
小岗村村民包产到户的红手印，记录
着“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定格了
亿万农民工坐着绿皮火车进城打工
的身影，熔铸着科技工作者不断向未
知领域挺进的探索。我们今天所拥
有的一切，莫不凝聚着劳动者的聪明
才智，浸透着劳动者的辛勤汗水，蕴

涵着劳动者的牺牲奉献。从温饱到
小康，从封闭到开放，迎来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大的
变化源于劳动者，最高的成就属于劳
动者，最美的梦想系于劳动者。千千
万万的劳动群众，共同书写下伟大事
业的崭新篇章，共同收获了中华民族
的无上荣光。

凯歌奋进，扬帆远航。今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征
程在我们脚下展开，更需要弘扬劳动
的精神价值、唱响劳动的时代赞歌，
以拼搏赓续传统、以奋斗开创明天。

让我们用劳动书写新时代，在变
革中成就伟大梦想。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
九大描绘了未来中国的宏伟蓝图，这
一蓝图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变

成现实。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是改革的拥护者、参与者、推动者、受
益者，唯有旗帜鲜明支持改革、全力
以赴参与改革，继续鼓起敢闯敢试的
勇气、激荡自我革新的智慧、肩负舍
我其谁的担当，才能迸发出劳动创造
的伟力，推动梦想之舟在新时代破浪
前行，抵达梦想的彼岸。

让我们用劳动书写新时代，在奋
斗中创造美好生活。世界上没有坐
享其成的好事，天上不会掉馅饼，努
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对家庭而言，
没有劳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
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个人来说，
劳动不仅筑牢了成功的坚实底座，也
凝结成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代的
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
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能
找到人生出彩的舞台，在劳动中发现

广阔的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
现风采、感受快乐。

让我们用劳动书写新时代，在
创新中赢得美好未来。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词典里，从来没有“容
易”一词。改革步入深水区，如何祛
除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将改革进行到底？“逆全球化”思潮
泛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如何提升
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信息化革命
大潮涌起，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实现
跨越式发展？当此之时，更需倡导
创新型劳动、创造性劳动，鼓励劳动
者学习前沿技术、掌握高超技能，打
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为“中国智造”、中国创新注
入信心和活力。

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是激
发劳动创造力的必由之路。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劳动者实现
体面劳动、全面发展”。过去一年，从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
案》规划的路径，到《关于提高技术工
人待遇的意见》释放的红利，劳动者
更有保障、更有尊严。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和工匠精神，涵养劳动情怀和劳
动品格，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知
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氛围，
才能让一切活力竞相迸发、一切源泉
充分涌流，凝聚起亿万人民劳动创造
的磅礴力量。

壮哉中国梦，美哉劳动者。新一
轮改革大潮澎湃，宏伟的愿景目标已
计日程功。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辛
勤劳动和不懈奋斗，绘就新时代的辉
煌画卷，奏响民族复兴的雄浑乐章。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用劳动书写我们的新时代
——写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为绿色奠基的
“环保卫士”

发电机组的“保护神”

焊花飞舞中的“追梦人”

投身铁路建设的“海外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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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质量工匠”、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车工裴永
斌在车间工作。

“新时代辽宁工匠”、辽河油田公司曙光采油厂采油作业一区
新9号站站长柳转阳（中），被一线员工称为“稠油专家”。

“技改大王”、中国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首席技师刘云清在改进首条机器人涡轮壳生产线的机器人夹具。

本
栏
图
片
均
由
新
华
社
发

最美

人民日报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