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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吴小香不慎遗失恒大美丽沙项目
0602地块10号楼703房认购书：
编号:HN1802511，收据，编号:
HN0007794， HN0016447，
HN1840078， HN1840137，
HN1820131， HN1837706，
HN1837659，声明作废。
▲张妍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
下167幢 1802房购房收据3张，
编 号 ：HHD2057380，金 额
134485 元 整; 编 号:
HHD2057381，金额:4533元整;
编号:HHD2057382 ，金额160元
整，声明作废。
▲钱国花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锦山
里204-1号的房产证，权证号（证
明号）：15066，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广告

旺铺及旅馆招租
三亚风情小镇临街旺铺1500平米
（建面）招租及1500平米（建面）休
闲度假旅馆招租，均可分租，一手直
租。18808989239，13976085239

▲钱国花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甸

西三路雅安大厦102#(商场)的房

产证，权证号（证明号）：37724，声

明作废。

▲钱国花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甸

西三路雅安大厦202房的房产证，

权证号（证明号）：37723，声明作

废。

▲海口龙华花语美舍美容养生馆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 ：460106600475552，声 明 作

废。

▲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景点开

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3529602，

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市塔洋镇群良村民委员会

遗失编号为4601-00026436的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6519601，现声明作废。

▲三亚塔米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陵水安洁雅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拟

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鼎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拟向海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大型农场转让或项目合作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8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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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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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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据新华社武汉2月17日电（记者徐海波）春
节期间，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
不少外地游人和返乡游子特意来到这里，敬献鲜
花，缅怀先烈。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的
陈潭秋烈士的故居就位于村湾中央。

陈潭秋，1896年生，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
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
武汉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
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
员、武昌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湖北区委组织部主
任、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
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
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1933年初夏，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
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红军长征后，陈
潭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
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
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
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
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
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
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
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
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
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陈潭秋
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坚贞不屈。1943
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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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
党的创始人之一

2月17日，市民在山东省潍坊市图书馆内猜
灯谜。 新华社发（张驰 摄）

赏灯猜谜迎佳节

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

“那么冷的天，习主席还亲自到
训练场，面对面勉励我们争当杨子荣
式的侦察英雄！”时至今日，回想起那
一幕情景，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官兵依
然热血沸腾。

2018年1月3日，习主席一身戎
装，来到这个师“平江起义团”训练
场，向全军发布训令，号召全军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
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全军官兵聆听习主席训令，无不
备受鼓舞、士气高涨。从千里冰封的
塞外北国，到波飞浪卷的南海军港；从一
望无垠的冀中平原，到层林尽染的江南
丘陵……全军上下闻令而动、遵令而
行，迅速兴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

统帅发布动员训令，
树立练兵备战鲜明导向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能离统帅这
么近，从来没感觉到自己肩头的责任
这么重！”现场聆听习主席训令，一级
军士长丁辉清晰记得那天的情景。

这位有着25年军龄、驾驶过16
种车型、曾参加4次大阅兵的老兵瞬
间被点燃激情。开训动员后，他开着
装甲集群“第一车”，带领一条钢铁长
龙蜿蜒向西，展开48小时跨昼夜强
化训练。

从那一天开始，丁辉和战友们在
野外一练就是10个多月。一次驻训
历经春夏秋冬，就连春节都在野外度
过，创下了该师驻训历史之最。

回忆开训动员那一天，上等兵徐
大庆感触最深的是：习主席高度重视
部队实战化水平。

发布训令后，习主席来到侦察情
报营视察，得知徐大庆是练武术的，
让他表演一个。“习主席还带头给我
鼓掌！”徐大庆激动地说，“习主席还
专门叮嘱我们，要把英雄主义精神发
扬光大，要在大熔炉、大学校中早日
成才、早日立功。”

从此，徐大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
提高实战能力。“天上不放过一只鸟，
地上不放过一根草。”徐大庆说，他现
在不仅掌握了多种特种侦察装备的
操作使用，而且练就了“一招制敌”的
硬功夫，多次在侦察俘敌中大显身手。

习主席到“英雄侦察连”视察时，侦

察情报营营长郭国华跟在一旁介绍情
况，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天习主席走
到战士身边时问得很仔细，而且还问官
兵这些武器操作得是不是很娴熟。

“在检查狙击阵地和单兵作战系
统时，习主席反复问这一问题，既带
着深切的关怀，更带着深邃的思考。”
郭国华感慨地说。

“统帅发布动员训令，树立练兵
备战鲜明导向。”该师上下迅速兴起
实战化训练热潮。他们在练兵备战
中摸索出一条新经验，按“任务营”和

“能力营”来区分不同的训练模式。
“能力营”按纲施训打基础，逐人逐装
逐级快速形成战斗力；“任务营”时刻
保持战备状态，战斗力指数始终“满
格”，拉出去就能打仗。

2018年开训以来，全军部队学
习贯彻习主席训令，坚定不移把军事
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开展跨区基地化
训练、联合专项训练、军兵种互为条
件训练上百场，绘就了一幅幅恢弘的
练兵图。

习主席以上率下，为
我们做出了好样子

“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

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坚持按纲施
训、从严治训。”现场聆听习主席教
诲，该师党委一班人感触很深。

那天，习主席来到侦察情报营训
练场视察。在察看数字化单兵作战
系统时，他不仅问得仔细，还亲自拿
起枪掂了掂。

“习主席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为
我们做出了好样子。”当时在现场的
官兵回忆说，习主席到师里首先察看
的就是武器装备。数十台（套）数字
化装备整齐列阵，他边走边看，不时
驻足询问。在地面突击系统装备前，
习主席登上我国自主研制、有“陆战
之王”美誉的新一代主战坦克——
99A坦克；在火力打击系统装备前，
他又登上红箭—10导弹发射车，详
细了解装备战技性能。

类似的场景，全军官兵都铭记在
心。这些年，习主席亲自参加重大演
训活动，亲自决策指挥重大军事行
动，在全军性战备演训中多次亲自抽
点部队拉动检验……

统帅千钧授，三军一念同。2018
年开训动员之后，这个师各级领导立即
带头深入燕山脚下野外驻训，在零下15
摄氏度的严寒中和官兵们一起摸爬滚
打。冰天雪地，野外训练场热气沸腾；

狂飙四起，战术协同训练全面展开。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带来的是官

兵披坚执锐、谋战思训的热潮。该师
某团开展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团、
营、连三级主官一马当先，拔得手枪射
击、5公里越野、沙盘堆制等4项头筹。

纵览全军演兵场，从空中第一跳、
第一飞到陆地第一枪、第一炮，再到出
海第一潜、第一艇，处处可见指挥员打
头阵、作示范的身影。严训先严官、练
兵先练将已成为部队的共识。

2018年夏天，陆军首次对所属
13个集团军军长进行战役指挥能力
大考。在3天半的考核中，13位军长
按抽签顺序逐个上场，依次接受陆军
机关、院校专家的考核、质询和评判，
考出了真成绩，练出了真水平。

鄂中某军用机场，空降兵某军开展
新机型跳伞训练。军长第一个跳出机
舱，百余名将校军官紧随其后，用实际
行动立起大抓军事训练的鲜明导向。

练强打赢本领，才能
不辜负习主席的期望重托

新战士耿振东现在已经戴上了
上等兵军衔，成为“英雄侦察连”的训
练尖子。

回想起跟习主席接触的宝贵时
光，这样一个细节让耿振东刻骨铭
心：当习主席走过来时，他激动地立
正敬礼，没想到习主席竟然摘掉手套
主动跟他握手。“那一刻，我感到浑身
充满了力量。”耿振东说。

习主席对练兵备战看得最重、思
考最多、要求最严。虽然只是普通一
兵，但耿振东和广大官兵一样，对统
帅踏遍三军演训场的足迹铭记在心：
从新型两栖突击车到我国自主研制
的直—10武装直升机，从被誉为“中
华神盾”的新型驱逐舰到有“战神”之
称的新型轰炸机……

几年来，习主席每次视察部队，
都勉励官兵大抓实战化训练，对备战
打仗的事嘱托最多。肩负嘱托怎么
干？不善言辞的耿振东只有一句话：

“踏踏实实练强打赢本领，才能不辜
负习主席的期望重托！”

牢记领袖嘱托，练强打赢本领。
2018年开训伊始，该师就把习主席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入推进数
字化部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创新，聚
力打造精锐作战力量”的重要指示写入
党委一号文件，写入新年度训练筹划和
长远规划，全面提高数字化部队基于网
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结束采访，已是入夜时分，该师
训练中心仍然一片繁忙：复盘、抗辩、
推演，师领导带头反复演练。2018
年初以来，他们将训练督查和问责追
责贯穿训练全程，每季度党委议训议
战聚焦中心晒问题清单，倒逼各级始
终把军事训练摆在中心位置。“全军
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
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
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习主
席的训令，已成为他们生动的实践。

2018年以来，大江南北座座军
营持续兴起练兵备战的热潮，广大官
兵自觉在军事训练新征程上奋勇当
先。从陆军“跨越—2018·朱日和”、
海军南海演习到空军“红剑”演习、火
箭军“天剑”系列演习，从“和平使命
—2018”到“和平友谊—2018”中马
泰联演、中国—东盟“海上联演—
2018”，我军演习场次之多、阵势之
大、要素之新前所未有，实战化军事
训练掀开了崭新的时代篇章。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
黎云 解放军报记者刘建伟 魏兵）

开训动员，实战化练兵热潮涌动

为期3天的第55届慕尼黑安全
会议（慕安会）17日结束。

中国与大多数国家一道，在会议
上传递出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协作的
强音。这种声音正盖过单边孤行的鼓
吹，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
性和正能量。

乱局:全球秩序重新洗牌

当下国际秩序的现状：变乱交错，
风雷激荡。

《全球拼图：谁来拼起碎片》，慕安
会主办方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标题发
人深思。按照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
伊申格尔的话说，当今世界不仅面临
大大小小的危机，还正在经历“时代巨
变”，国际秩序正在重新洗牌。

旧的危机未能解决，新的危机又
复产生。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引发全球
担忧；卡舒吉案搅动中东各国地缘博
弈；法国“黄马甲”运动暴露经济及社
会发展不平衡深层矛盾……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单边主
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结出多
重苦果。国际形势近年来波动幅度加
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
成为常态，出现战略意外导致战略危
机的可能性上升。

不少慕安会的与会代表传达出对
现实的担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慕安
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强全球治理、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时代潮流、大
势所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是
要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
时俱进、改革完善。

德国总理默克尔作为“东道主”，以
宏观视角总结概括：二战后建立的国际
秩序，或许已经不能满足全球治理需
求，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势在必行。

新局：多元发展紧密相连

当下国际秩序的发展：多级分化，
互联密切。

国际关系的形成，带有鲜明的时
代印记。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
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展受挫。近年
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影响其“诚

信”。慕安会的安全报告说，全球治理
出现“领导力真空”。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济发展迅速，综
合国力增强，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
版图，在全球主要多边机制中开始发
挥更大作用，也赢得更大发言权。

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没有哪一
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
包打天下。究其原因，是国与国之间
的相互依存变得空前紧密，利益共生
不断深化，各国都被全球供应链、产业
链、价值链等紧紧相连。

慕安会上，默克尔以难民危机举
例：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近年受来自
北非的难民问题困扰，这不仅涉及欧
洲国家接纳难民问题，还牵扯到众多
难民来源地萨赫勒地区稳定问题，以
及非洲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环环相
扣，相互关联，只有通过多国、多方协
同作为才能解决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
认可上述观点。她认为，美国对一国
发起贸易战，波及的绝对不只是这一
国，很可能波及自身。“贸易没有简化
模型，贸易问题从不只是事涉两方。”

杨洁篪说，世界各国优势互补，经
济交融发展潜力巨大。面对全球性挑
战日益增多，各国难以独自应对，更不
可能独善其身。

解局：多边合作互利共赢

当下国际秩序的前路：携手共进，
人心向合。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奉行单边主义，
开展零和博弈，必然导致地缘局势失衡
与动荡。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
独占，才能保证人类社会共同的安全。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打着“国家优
先”的旗号，以冷战思维大搞对抗，行维
护私利之实，引发国际舆论广泛批评。

德国谚语说，“一个人的努力是加

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中国谚
语说，“一根线容易断，万根线能拉
船”。杨洁篪演讲中借用这两句谚语
阐述中国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坚定维
护多边主义的主张。

这个主张与不少国家应对全球当
下挑战的方案不谋而合。慕安会成为
多方代表传递多边合作以实现共赢理
念的平台。

默克尔说：“我们应当为多边主义
而奋斗，反对那些觉得自己可以单独
解决问题的人。”

剑桥全球咨询主席道格拉斯·卢
特说：“当下各国应该多思考合作，而
非竞争。这是中国的主张，也是多数
人的想法。”

国际合作是时代潮流，多边主义是
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
所趋。中国正和各国一道，推动着国际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据新华社德国慕尼黑2月17日电）

乱而思治 危而望安
——从第55届慕安会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月 16日，游客在河南开封翰园文化庙会
上观看舞狮表演。

元宵节临近，全国多地开展各类活动喜迎
佳节。 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欢欢喜喜迎元宵

图为中央军委隆重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后，主会场部队展开训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