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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30日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
教授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
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长期以来，
你们辛勤耕耘，致力教书育人，专心艺

术创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耄耋之年，你们初心不改，依然心系祖
国接班人培养，特别是周令钊等同志
年近百岁仍然对美育工作、美术事业
发展不懈追求，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
动。我谨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美术教育是美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

重要作用。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
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
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
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
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习近平指出，值此中央美术学院
百年校庆之际，希望学院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发扬爱国

为民、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以大爱之
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
作，努力把学院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

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
北京美术学校创建于1918年，是由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建立的
中国第一所现代形态的美术专门学

校。近日，周令钊、戴泽、伍必端、詹
建俊、闻立鹏、靳尚谊、邵大箴、薛永
年等8位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老一代艺术家
和艺术教育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坚定决心，对进一步加强美育，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

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强调

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广告

为切实解决侵害群众利益的交通运输行业非法收取保护费、欺
行霸市垄断运输等“运霸”问题，深挖背后“保护伞”，省公安厅将会同
相关部门在全省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现向社会公开征集举报线索，欢
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和党政机关干部充当

“保护伞”的线索。
相关单位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法进行保护；对举报人

进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严惩处。举报内容要实事求是，如实提供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活动范围及主要犯罪事实、依据，不得虚构或
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不得恶意拨打举报电话。

凡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的，将奖励2万元
人民币。

公民举报情况、提供线索，可采取电话、信件、电子邮件和来人举
报方式以及通过海南交警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或微信举报，联系方式
为电话：0898-68835146；邮寄地址：海口市滨涯路9号省交警总队
督察科；邮箱：hnjjzddck@163.com。

征集时间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8年8月22日

关于公开征集交通运输行业“运霸”问题相关线索的通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产使用权拍卖公告
受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委托，本公司将于2018年9月7日（星期

五）上午10时在金华市双龙南街858号财富大厦（行政服务中心大楼）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拍卖厅，向社会公开拍卖：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陵水县椰林镇新丰北路与滨河南路二横路交叉口
金华市南繁科研楼5年租赁使用权，房产建筑面积约996m2(一楼约
750m2，二楼约246m2)，起拍价17.352万元/年，保证金3万元。

报名、咨询、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2018年9月6日下午4时止，在本
公司（金华市婺州街76号5楼）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届时请携带有效证件及
保证金交纳银行回单，未竞得拍卖标的者保证金全额退还（不计息）。

联系电话：0579-82397134 82067189 82067889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www.jhztb.gov.cn
公司网址：www.jhspm.com

金华市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琼中辉草水电站租赁经营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8年9月14日下午3时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营根镇营根街19号琼中宾馆三楼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辉草水电站十年租赁经营权，参考价：260万元，竞买保
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9月13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注：1.买受人须优先安排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原有职工就

业；2.承包期间水电站的厂房、设备损坏、维修及维护所产生的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3.其他未尽事宜以竞租合同为准。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9月13日下午5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公司网址：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551号之一

关于申请执行人向旭东与被执行人段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
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的配偶劳小凡自
愿以其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东路38号滨江海岸一期7栋
17层1702室房产为执行和解提供担保。本院以(2017)琼01执551
号执行裁定及(2017)琼01执551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担保
人劳小凡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东路38号滨江海岸一期7
栋17层1702房产[证号:YG023197,建筑面积126.03平方米]的房
屋所有权。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处置担保人名下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恢145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2017）沪贸仲裁字第239号裁决及权利
人的申请，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上海绿洲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海南国升投资有限公司、王东升仲裁一案，申请人上
海绿洲花园置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标的额为人民币28345253.56
元，执行费人民币95745.25元，合计人民币28440998.81元。在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上海绿洲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
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在执行过程中冻结的被执行人海南国升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2400
万元的股权及冻结的被执行人王东升持有的海南国升投资有限
公司人民币9500万元的股权。因被执行人海南国升投资有限公
司、王东升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股
权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股权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置上述股权。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
570206 联系人：唐平 联系电话：0898-66761501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7日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灵山供销社土地位于新大洲大道北侧，宗地四至为：

东至现场编号H152和H29-1、南至达运公司、西至H111和
H42、北至小路，宗地面积2400平方米（合3.6亩）。经调查核
实，该宗土地权属初步确认为海口市灵山供销社所有，分别以陈
小平、吴国春、梁云、颜强、李金、郭志东、杨伯炎、杨明、右洁、方
磊、陈承荣、颜妹、颜孝、颜羲持有私房审批表或存根向我局申请
办理土地补偿手续。凡对该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申诉，逾期不申请则视该土地权属无
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征收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976261689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2018年8月31日

三亚洋海船务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增资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8HN0063号

受委托，现对三亚洋海船务实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51%股权，
公开募集资金引进投资者发布公告如下：

一、增资人基本情况：
三亚洋海船务实业有限公司是2010年2月4日注册成立的海

上旅游企业，注册资本4,000万元。公司目前拥有海洋长城号、海
洋之梦号等十膄游艇游船，共有运力783个客位，分别拥有三亚港
至鹿回头角、海棠湾、三亚湾、南山港等近岸海域旅游观光航线的运
营权并正常经营。经营范围为垂钓、潜水器材租赁、房产租赁、旅客
运输、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游船（艇）码头经营、泊位租赁、销
售、租赁、维修服务等服务；会议及文体活动策划、赛事活动策划与
服务等。

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163万元。公告期为
2018年8月3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增资方式、对投资人的资
格要求及增资条件等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
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
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
话：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徐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8月31日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者王
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巩固友好互信，扩大
务实合作，将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推向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欢迎比奥来华出席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习近平指出，中方珍视中塞传统

友谊。建交47年来，两国始终是风雨
同舟、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两国人民
并肩抗击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在
国际社会传为佳话。塞拉利昂是当年
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提案国之一。总统先生讲原
则、明大义，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国不会忘记老
朋友，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

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
原则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
地位提高而变化。中方尊重塞拉利昂
人民的自主选择，愿同塞方密切高层
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扩大在
基础设施建设、农渔业、医疗卫生、教
育、安全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继续在
多边领域相互支持，推动两国关系行
稳致远。

比奥表示，塞中建交47年来，两
国友谊经受了考验，历久弥坚。中国
长期以来为塞拉利昂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宝贵帮助。塞拉利昂人民尤其不
会忘记，在我们抗击埃博拉疫情最困
难的时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率先驰
援。塞拉利昂愿意学习借鉴中国发展
经验，密切两国关系，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深化教育、渔业、卫生、基

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塞方致力于加强
同中方在多边事务中沟通协调，以维
护非洲国家正当利益。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
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比奥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
丁薛祥、杨洁篪、蔡达峰、王毅、李斌、
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者
刘华、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
在人民大会堂同科特迪瓦总统瓦塔
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
动中科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实现互利
共赢。

习近平欢迎瓦塔拉来华出席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习近平指出，这次论坛峰会致
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对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深入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科建交35年来，
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成效显
著。中方赞赏科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坚定支持科方维护主权、安
全、发展权益，支持科特迪瓦走适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更加坚定地相互支持。经贸合作是
中科关系的“推进器”，要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促进两国高质量、可持续的共
同发展。要有效应对安全挑战，为
促进西非地区和非洲大陆和平稳
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要在联合国
安理会加强协调，共同维护包括非
洲国家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
法权益。

瓦塔拉表示，中国是科特迪瓦伟
大的朋友，科特迪瓦人民珍视同中国
人民的传统友谊。科特迪瓦钦佩并祝
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成就，视中国为
成功的榜样。科特迪瓦完全支持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要倡议，
愿积极参与、并愿推动西非经济货币
联盟国家共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科方高度评价中方在多边事务中
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感谢中方

一直支持非洲，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
洲的维和行动。我相信，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一定会取得成功，成为中
非合作的一次历史性盛会。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
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瓦塔拉举行欢迎仪式。彭丽
媛、丁薛祥、杨洁篪、王东明、王毅、张
庆黎、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推动中科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8月30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决定再推新举
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部署完善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
求、减轻药费负担。

会议指出，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
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推动创业创新等积极效应不断
显现。会议确定，在实施好已出台措
施的同时，再推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新举措。一是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
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对社保基金和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
税收减免、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
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
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
二是为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今
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
此前已确定的50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
1000万元。三是为推动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鼓励和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国

内经济发展，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期限暂定
3 年，完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
率。采取上述措施，预计全年再减轻
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会议要求，
已定和新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要尽
快落实到位，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
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主动拿
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
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会议指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是深化医改、强化医疗卫生基本公
共服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满足群众

基本用药需求。会议确定，一要及时
调整基本药物目录。此次调整在覆盖
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癌
症、儿科、慢性病等病种，调入有效性
和安全性明确、成本效益比显著的
187种中西药，其中肿瘤用药12种、
临床急需儿童药品22种，均比原目录
显著增加。调整后基本药物目录总品
种扩充到685种。今后新审批上市、
疗效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将
加快调入。二要减轻患者药费负担。
推进公立医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等方
式，推动降药价。建立基本药物、基本
医保联动和保障医保可持续的机制，

将基本药物目录内符合条件的治疗性
药品按程序优先纳入医保目录，使医
保更多惠及参保群众。鼓励各地在高
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
管理中，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使用
基本药物，减少患者药费支出。三要
确保基本药物不断供。对用量小等易
导致短缺的基本药物，可采取定点生
产、纳入储备等措施保证供应。公立
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基本药物，使用
情况与相关补助资金拨付挂钩。与此
同时，要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
群众安全放心用药。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部署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减轻药费负担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
被现实社会所塑造，又在推动
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发展。建
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
的目标，人是决定性因素。

“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
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
责。”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
阐述了“育新人”这一使命任
务，为宣传思想工作“培养什么
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指明了
方向，对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坚
定信心、强化自觉、提升素质，
投身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而
深远的意义。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培养时代新人，
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
念筑牢精神之基。这个理想信
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反
之，倘若理想信念动摇，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全面蜕
变，本事再大也担当不起民族
复兴大任。只有在全体人民特
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深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宣传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才能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
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

培养时代新人，关键是发
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取得明显成效，但立物易、
立心难，做好这项工作关键在“长”“常”二字。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有的传递不思
进取、颓废悲观等不良情绪，有的把财富标准同
成功标准简单划等号。这些情绪观念同时代新
人应有的精神风貌格格不入。强化教育引导、实
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抓住
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
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
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
爱英雄的浓厚氛围，才能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使
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
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

培养时代新人，还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在推动
社会文明进步中实现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进
入新时代，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中华民族
进入“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强起来”不仅意味着物
质技术层面的进步，还包括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
民创造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
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才能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
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弘扬新风正气，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才能既塑形又铸魂，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历
史发展的规律。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属于每一个
人，人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不断培养在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
素养、精神状态等方面同新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时
代新人，宣传思想工作大有可为，我们的事业大
有希望。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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