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9年2月25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红卫 美编：王凤龙A06 综合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环洁日用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私章(陈书)，声明作废。
▲黎必传遗失身份证一张，身份证
号码：460003197108270632，声
明作废。
▲海南椰风保健酒(洋浦)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王泰政)一枚，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马 修 德 （ 身 份 证 号
230402196911190357），因你自
2017年11月23日请假未归，完全
失去联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公司对你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
定。经多次与你联系未果，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未到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关
系。特此公告
海南航远休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优质黄土出售（6万方）
13307685999伍先生

乐东县尖峰镇白沙村场地出租
占地16亩地。其中有一层4间建筑

面积3400m2、两层一栋建筑面积

350m2，共计：3760m2。租期7年。

适合苗圃、仓储，有意者致电

13005096553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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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东方市云姐农家乐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 91469007MA5T3D645U向

东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好合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REHY504)拟向澄

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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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农垦报社将招聘工作人员，具体岗位和
要求如下：

一、招聘基本条件
1、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热爱新闻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敬业精神；2、年龄不超过30周岁，具有从事新闻工作必须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3、性格开朗大方，能吃苦，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自我
约束自我管理能力较强，解决问题及沟通协调的能力良好，具备团
队合作精神。

二、招聘人员数量和具体条件
（一）摄影、摄像、视频剪辑2名
1、本科以上学历；2、非编是基本，后期要强大，精通PS，Adobe

AE，Adobe Premiere，Edius，Maya等主流视频编辑及3D制作
软件，负责视频直播的实施；3、具备较强的美术功底，对构图、色彩、
音乐、摄像等有较强的把控力，熟悉视频特效制作，能根据主编要求
做出相应的效果，有三维特效制作经验者优先；4、有大型商业活动、
MTV、商业广告、纪录片拍摄经验者优先。

（二）新媒体记者编辑3名
1、本科以上学历，对新闻热点有敏锐、独到的视角，对新媒体有

兴趣、有热情；2、拥有运营微信、网站编辑、微博等相关工作经验，能

熟练使用做图软件、微信排版软件及H5制作软件；3、具有较高的
采编和写作能力，熟悉新媒体稿件写作风格，文字功底扎实，具备独
立完成稿件采编、专题报道和活动策划能力；4、熟悉互联网、移动互
联网的推广路径，具有活动现场工作经验（含大学校园活动），有控
制活动现场设备能力者及客户资源者优先。

以上岗位应聘者，须能吃苦耐劳，适应高强度工作，有良好团
队意识及较强的主动性、创造性、执行力，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优先。

三、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请于2019年3月20日前将个人简历和相关新闻作品

发送至海南农垦报社邮箱：543193628@qq.com，标题注明“应
聘+职位”，符合条件者由本报电话通知笔试、面试。联系人：宋女
士，秦先生。联系电话：0898- 68951994、0898-31665379

四、聘用及待遇
应聘人员经录用后，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合格后，本报与其

签订聘用合同。聘用期间，将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规定和本报
聘用合同工的相关待遇执行。

海南农垦报社
2019年2月19日

海南农垦报社招聘公告

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
“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我已超越

了自我，实现从‘书生’到合格战斗员
的转变……”2018年，武警部队优秀

“四会”政治教员比武结束，比武场上
仅有的几名上等兵之一、来自武警安
徽总队的选手董旭东对记者说，他不
会放慢向前冲的脚步。

自从2017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包括他在内的8名南开大学新入伍大
学生回信后，心中涌动着一种力量让
他从不懈怠。董旭东感叹，自己何其
幸运，在兵之初就得到统帅的寄语，帮
助他擦亮航标、校正方向！

其实，幸运的何止是他！习主席
一直关心关爱着青年官兵的成长成
才，多次强调指出，“青年一代是党和
军队的未来和希望”。习主席的殷殷
话语，字字情深，勾画出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形象，激励和感召着青年官兵系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军营书写绚
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把热血挥洒在实现
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

“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把
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

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
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时
隔一年多，董旭东依然忘不了接到习
主席回信那一刻的激动心情。

“半个月，才半个月哎！我们根本
没想到习主席能回信，而且那么快！
我想这不仅是对我们8个人的激励，
更是对全国千千万万青年学子和基层
官兵的巨大鼓舞！”

这封饱含深情的回信犹如一声春
雷，在全国大学师生中、在座座军营
中，引起了对理想追求的热议，激发了
建功军营、绽放青春的壮志豪情。广
大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回信，纷纷
表示要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梦，在战
位上扛起如山使命，以实际行动立起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

又是一个收获季节。如今，董旭
东获评“优秀士兵教育骨干”，他的同
学们也传来捷报：李业广已成为同期
新兵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机务兵；蔚
晨阳军事成绩名列前茅，赴京参加了
陆军第一次团员代表会议；胡一帆执
勤理论考核每次都是第一，参加了战
区的新条令知识竞赛……

淬炼才能成钢。8个学子在各个
火热的军营中快速成长，不断发起人
生的精彩“突击”。他们，期待着也随

时准备着，用自己的坚持和突破，向习
主席汇报。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
搏击的能量”

“习主席勉励我们要珍惜锻炼自
己、报效祖国的平台，不断升华人生理
想，提高岗位技能，扎扎实实做好本职
工作，为实现强军目标建功立业。”每
当中部战区某通信团女兵李帅给战友
们讲起习主席视察连队时的情景，大
家都能从中感受到统帅的深情嘱托，
汲取奋进的力量。

“我们心里牢记着习主席的话，
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李帅介绍，
为练就通信保障硬功，这些年女兵们
除了练就“脑耳口手”四功，精确背记
上千个代号以外，还不断学习新知
识、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本领。她们
编写话务智能装备训练教材，研发新
装备训练软件，自主进行技术升级，
为升级后的“电话网智能支撑平台”
赋予了更多服务功能。李帅个人也
荣立了三等功。

青年时光正是青春焕发、风采动
人的好时候，李帅清晰记得当年“五
四”青年节，习主席同各界优秀青年代
表座谈时的讲话：“让勤奋学习成为青
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
搏击的能量。”

2017年3月12日下午，习主席出
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
表团全体会议后，亲切接见了部分来
自基层一线的军队人大代表。王方向
习主席汇报：“我们连有的同志留在部
队在本职岗位上苦练技能，有的同志
实现了考学提干的梦想，大家都把个
人的青春梦想融入到了中国梦强军梦
之中。”

“和平时期，决不能
把兵带娇气了”

2013年11月28日，原济南军区
兵种训练基地，刚入伍不久的大学生
新兵马洪坡正在进行60度攀岩课目
训练。突然听到指挥员吹哨叫停，向
首长报告。当马洪坡和几名新战士攀
登到达顶端时，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格外惊喜，原
来是习主席来到训练场。马洪坡回
忆：“看到习主席向我们走来，我激动
得不知所措。突然想起手上还有防滑
的镁粉，赶紧在身上使劲擦。握住习
主席的手，温暖一直传到我心里。”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人还得有血
性”“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
神”，牢记习主席嘱托，马洪坡将刻苦
训练、磨砺血性作为军旅生涯必修课，
他逐渐懂得，新兵要尽快成长为合格

军人，必须在兵之初就不断强化矢志
强军的担当，培养敢打必胜的血性！

血性担当，让“强军种子”生根发
芽。习主席视察基地时那批新兵，已
有116名战士考入军校，17名战士先
后立功。近年来，从基地走出了新兵
6800名、学员兵8900名，148人进入
师以上参谋机关工作，56人走上营连
主官岗位，500余人担任班长骨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2014年在武警新疆总队某部特
勤中队视察时，习主席用诗句勉励官
兵们培养不畏艰苦、不怕困难的坚强
意志。

越是复杂严峻的环境，越能磨砺
意志。特勤中队每季度进行一次“魔
鬼周”训练，负重30多公斤在高温酷
暑、冰天雪地中风餐露宿。2015年
底，中队35名官兵连续50余天战斗
在反恐一线，圆满完成10余项任务。

这几年，中队官兵牢记习主席嘱
托，先后打赢30余次反恐战斗，被武
警部队授予“反恐先锋中队”荣誉称
号，被国家民委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请习主席放心！”这不仅是该中
队官兵的心里话，更是全军将士的铮
铮誓言。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新华
社记者李国利 解放军报记者张海华
张和芸 鲁文帝)

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那天
上午，在台北办公室的电脑前听完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深感振奋，久久
不能平静。”台湾《观察》杂志社社长纪
欣回忆说。

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
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其中深刻揭示了台湾前途
命运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引
发台湾同胞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
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
表《告台湾同胞书》，当时正在美国留
学的纪欣被深深打动了。3个月后，
首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她许下心愿：希
望有生之年看到国家富强、两岸统
一。后来，纪欣回到台湾，积极投身统
一运动，并创办《观察》杂志，大声疾呼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纪欣说，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

肯定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传统，充分
肯定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为战胜外来
侵略的斗争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台湾
爱国爱乡先辈们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而付出的牺牲，必将名留青史。

“我相信并期盼年轻一辈台湾

同胞继承先辈精神，认真体会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加入促进国家完
全统一、共谋民族复兴的光荣事业
中。”她说。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
党主席吴荣元是一位资深的台湾统
派政治活动家。作为亲历两岸关系
和岛内政治数十年波涛起伏的爱国
者，他虽年已七旬，仍为祖国统一而
不懈努力。

“总书记的讲话有力激发了台湾
同胞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心！”吴荣元说，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
期间，台湾同胞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
华民族一分子，期盼回到祖国怀抱。
今天的台湾人更不能失掉中国人认
同，更应当追求国家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视野和民
族情怀，让吴荣元深深感佩、深受鼓
舞。“台湾问题的产生和中华民族的
苦难历史紧密相连。台湾同胞在战
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
没有缺席。我深信，在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也定然不会
缺席。”

长期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台湾战

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认为，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紧扣国家统一和民族复
兴，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习总书记的话语令人动容。诚
然，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复兴的版图不
能缺少台湾，台湾的发展也离不开大
陆。”他说，台湾各界应认真体会大陆
方面的政策主张，思考台湾前途与国
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深刻联系。

上海市台联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卢丽安定居沪上22年，见证了祖国大
陆的发展进步，并看到台胞在大陆获
得的发展机遇和为国家建设、民族复
兴作出的贡献。

“当年台胞前辈回到大陆抗日，不
少人1949年后留下参加建设。上世
纪80年代末两岸恢复交流后，台商西
进，参与改革开放。近年来，来大陆求
学的台生持续增加，许多人毕业后留
下就业、创业。今天，越来越多台胞在
大陆发展，在经济、教育、医疗、科技等
诸多领域卓有建树。”她说，“台湾同胞
从来没有在攸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
的进程中缺席！”

“台商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许多人在大陆发展的高速列车上，体

验到飞一般的速度。”在旺旺集团广西
总厂总厂长陈阵看来，国家富强使台
胞切实受益，台胞在民族复兴进程中
应当并且能够作出重要贡献。

他说，台企以强大祖国做依靠，发
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
底气会更足。

由于岛内经济发展迟滞、“台独”
势力操弄造成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安
定，“80”后台湾青年常被称为“生不
逢时的一代”。不过，在北京工作的台
青郑博宇说：“我们又是生逢其时的一
代，我们能够参与两岸交流合作，来到
大陆加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而
获得施展才华的更大舞台。”

郑博宇目前担任北京创业公社
港澳台事业部总经理，他认为，两岸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团队是台湾创
业者最好的选择。“两岸团队”在携手
创业中展现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的实力。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
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让郑博宇信念、信心更加坚
定。他相信，只要同胞携手，两岸的未
来必是光明的，必能早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台湾青年何思颖来南京创业3年

多，一直致力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
陆看看，期待有更多年轻乡亲一起追
梦、筑梦、圆梦。

目前还担任南京台青会副主委的
她说，这些年祖国大陆不断发展，中国
的世界地位显著提升，两岸同胞都感
到自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个中
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人、大陆人
都要为此贡献力量。

对于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两
岸青年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
拼”，致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台湾海
峡两岸公共事务协会副理事长魏裕国
表示十分赞同。

“辛亥革命以来，多少青年为复兴
中华勇于承担、牺牲奉献，只为了让中
国有更好的明天。”魏裕国说，两岸青
年一定要精诚团结，共同为同胞谋福
祉、为民族创未来。

台湾辅仁大学学生沈宏叡说，两
岸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紧
密合作，共同发展，携手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国家统一强盛了，台湾一
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
者王优玲）2月18日，《住宅项目规范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其中第2.4.6条“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
用面积进行交易”受到广泛关注。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24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对该条进行了

解答。
该负责人说，按套内使用面积计算

是国际通行做法，而我国住宅面积计
算方式主要采用建筑面积或套内建筑
面积。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
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中“提高标
准国际化水平”要求，为了提高我国工

程建设标准与国际通行做法的一致性
程度，此次规范征求意见稿中拟将住宅
交易的面积统一按套内使用面积计算。

该负责人说，这一做法可以解决
两个方面问题：

一是解决套内建筑面积相同而住
户使用面积不同的问题。由于我国地

域差异大、住宅结构类型多等因素，造
成住宅墙体厚度不同，导致套内建筑
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而套内实际可使
用面积不同。

二是解决住户使用面积不透明的
问题。按套内使用面积进行计算易于
住户自行测量，实现“所见即所得”。

而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在没有专业
支撑的情况下难以做到。可以说，从
技术角度明确按套内使用面积交易，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该负责人说，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是标准化法规定的必要程序，对提高
标准的科学合理性十分重要。

《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受到广泛关注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促台湾同胞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齐中熙）2月
24日10时20分，一架“奖状680”校验飞机在华
北空管局塔台管制员的指挥下在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北跑道平稳落地。至此，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
行校验工作圆满完成。此次校飞历时34天，比计
划提前19天完成。

校飞圆满完成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行
程序和导航设备具备投产通航条件。此次校飞共
对7套仪表着陆系统、1套全向信标仪进行了校验，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成为全国首个开航即具备III
类及HUD（平视显示器）运行保障能力的机场。

目前，华北空管局空管工程建设及运行筹备
工作顺利进行，确保机场今年顺利开航。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飞行校验工作圆满完成

无人机拍摄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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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太原2月24日电 （记者王飞航）
“青山有幸埋忠骨，沁河潺潺颂英灵”。在山西省
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每到寒暑假或清明等时节，
一批批的中小学生及各界人士都会来到王光烈士
陵园，缅怀先烈、重温历史、牢记使命。

王光，1920年出生在山西运城一个贫苦家
庭，从小便被卖到地主家做丫头，因不堪屈辱而逃
离虎口。后被一家好心人收为养女，并有了读书
的机会，先后就读于运城女师附小和运城中学，接
受进步思想。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
动，散发传单，书写标语，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进行
抗日宣传，经常出现在抗日游行队伍的前列。养
母担心她的安全，劝她待在家里。她耐心地解释
说：“我做的是大事、是好事，不会出事的。”后来，
她在离家几十里外的罗村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团。

在革命工作中，王光经过锻炼和学习，并受战
友马保珍、浦安修等革命青年的影响，抗日信念更
加坚定，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她负
责罗村、翟村一带的妇女救亡工作，鼓励她们勇敢
地冲破旧的封建家庭观念的束缚、参加抗日，使这
一带的妇女救亡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王光也被
妇女们亲切地称为“革命的大姐姐”。

由于她的出色工作，1941年党组织派她到冀
氏县（今山西安泽县）担任一区区长、区委书记等
职。面对更加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她积极发动
群众开展生产，组织妇女纺线、织布，做军鞋，支援
八路军在前线作战。

1943年10月，日军对岳南根据地进行残酷
的“钳型合围”“铁滚扫荡”，扬言要变根据地为“无
人区”。在一次敌人的“大扫荡”中，身为冀氏县一
区反“扫荡”总指挥的王光，为了掩护群众转移，途
中被敌人抓获，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最后壮烈
牺牲，年仅23岁。

70多年来，王光的英雄事迹不断被传颂，感
染和激励着无数后来人。

坚贞不屈的女区长王光：

为掩护群众转移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