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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丘灿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代 码
91460000MA5TAP531J，公章，
税控盘，遗失海南发票25份，发票
代码：海南增值税发票，发票号码：
08084819-08084843，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小邱邱生活馆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
469027601154318，声明作废。▲叶玉江遗失儋州市那大北部新
区国盛路南侧望海国际花园小区
10栋二单元3A08房地产过户税
收证明书，税收证明书编号：
10024617000004773122，房款：
213055元，受理时间2017年4月
6日，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琼海万泉淇淇通讯专营店遗失
海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暂
付) 专 用 凭 证 ，凭 证 号
No00001381，服务保证金 5000
元，声明作作废。▲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1019号，
现声明作废。▲陈光遗失重庆交通学院毕业证
书(重庆交通学院工程概预算与招
投标专业),证书编号:00407797，
特此声明。▲文昌龙楼乔希涂料商行（注册
号:469005600164121）遗 失 公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丁勤伟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二组团 2#
102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2056422,金额:251805 元，声明
作废。

▲海南幸福传媒有限公司公章破
损变形，声明作废。
▲海南鸿玲和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1JNN4B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2-2一本，声明作废。
▲戴伟不慎遗失海南现代美居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3张，
收据号码：0007074（金额：50000
元）、0007166（金额：200000元）、
0007184（金额：176593.20元），特
此声明。
▲文昌辉达水产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澄迈文儒和生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27MA5RJ5X40J，声明作
废。

通知
海南如意岛旅游度假投资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请于2019年7月8
日前与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办
公室王小姐联系135198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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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广告

因海文大桥新建北港岛匝道工程在海文大桥主桥进行施工的
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申请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
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9月20日。二、管制路
段：S206铺龙线海文大桥主桥段右幅(海口往文昌方向)K1+700至
K2+700段、左幅(文昌往海口方向)K2+100至K3+100段。三、管制方
式：根据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对管制路段采取封闭第三行车
道和应急车道施工，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管
制。届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
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6月28日

关于海文大桥新建北港岛匝道
施 工 实 施 交 通 管 制 的 通 告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一切用于封堵的铜墙铁壁都是可以打破的

——湘江之战的启示

时隔80余年，透过“三年不饮湘
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这14个字，依
旧可以感受到那场战役的惨烈。

再走长征路，来到湘江边，我们
在纪念碑前和展览馆里流连，采访年
近百岁的见证人，与研究这段历史的
专家学者交谈，乃至亲身重渡这条宽
仅一两百米的河流，昔日的一幕幕仿
佛重现于眼前。这场用数万红军将
士鲜血换来的胜利是不易的，也不能
被遗忘。

它告诉人们，在大兵压境的包围
中，在强敌设置的阻遏前，除了勇敢突
破，别无出路。湘江之畔的每一场战
斗，红军都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用血
肉之躯与装备优势巨大的对手鏖战。
红军赢来的每一分钟，都要用生命来交
换。在冲出重围的过程中，将士们无所
畏惧，对红军的未来、中国的前途满怀
信心。他们用生命证明了，一切用于封
堵的铜墙铁壁都是可以打破的。

它告诉人们，在艰险厄难、困苦疲惫

的时刻，胜利仍然是可以唯一去争取
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
一战，只有所有人都英勇地高举着胜利
的旗帜向着火线冲上去，才能绝处逢
生。每一个体的牺牲，都将为战略的成
功争取来机会。无论面对的敌人多么
嚣张，首先需要自己内在强大，破除心中
的疑惑，鼓起勇气和信心，坚信胜利必定
属于红军。

它告诉人们，错误的决策，教条的
指令，会使革命事业付出惨痛代价，甚

至把红军推向绝境。湘江之战，突破
了敌人的封锁线，也开始打破封锁住
人们思想的藩篱。广大指战员逐渐觉
悟到，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排斥了
正确路线、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祸
兮福所倚，湘江战役为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
机，它表明，实事求是始终是一条颠扑
不破的真理。

今天，战争已成过去，新中国正在
迎来成立70周年的高光时刻，我们享

受着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繁荣。但
没有硝烟的战斗并不曾平息，新长征
的路上，我们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需
要突破各种封锁堵截。我们要进一步
汇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
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勇
于探求，勇于突破，勇于牺牲，勇于胜
利，在伟大的斗争中赢取共和国更加
灿烂辉煌的明天。

(新华社南宁7月6日电 记者夏
军 朱超)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
场深刻变革，需要深化改革的勇气，也
需要推进改革的智慧。

“短短一年多时间，十九届三中全
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取得一
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
果。”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出发，充分肯定了机构改革
取得的重大成效，高度概括了机构改
革取得的“六个坚持”的宝贵经验，是
我们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继续完善党
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指引。
深刻把握机构改革取得的宝贵经

验，就要认真领会“六个坚持”的基本
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概
括了“六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坚持党
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不立不
破、先立后破，坚持推动机构职能优化
协同高效，坚持中央和地方一盘棋，坚
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协调，坚持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全过程。这

“六个坚持”，是对机构改革实践经验
的科学总结，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与
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我们党
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
化，对于我们推动各项改革落实落细
落地，不断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深刻把握机构改革取得的宝贵经
验，就要深入理解“六个坚持”的实践
意义。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是
局部的、修修补补的改革，而是对党和
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
性、整体性重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
会闭幕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大统的力度、
明确改的章法、做好人的工作、执行严
的纪律，充分体现出全党高度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我们整体
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
革，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
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

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
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力，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
力组织保障。“六个坚持”的宝贵经验，
是在机构改革实践中探索和积累的，
又有力指导了机构改革的实践，是机
构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的法宝。

深刻把握机构改革取得的宝贵经
验，就要增强贯彻“六个坚持”的行动
自觉。无论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还是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成
效，推动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都

要求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六个坚持”的要
求落到实处，让这次机构改革在完成
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之后，
真正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强大的制度
活力，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有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中，坚定改革定
力、增强改革勇气，善于总结经验、深
刻把握规律，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巩固
机构改革成果，不断标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高度，为决
胜全面小康、实现伟大梦想提供有力
制度保障。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深刻把握机构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重要讲话

记者近日在上海、江苏、浙江采访
了解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全面启动以来，三地紧紧围绕中央
要求，认真开展集中学习研讨，把主题
教育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广大
党员干部带着问题深入实际，坚持效
果导向，让主题教育的成效切实体现
在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上。

学深悟透
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动力

6月 5日，上海市委常委再次集
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并组织开展主
题教育第一次专题学习。在这场特
殊的专题学习会上，1945年参加革
命的牛玉山和1946年加入中共地下
党的李仁杰两名老党员现场讲述自

己的初心使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
建设时期奋勇担当的革命斗志和精
神品质，带来深刻的思想政治洗礼。

6月6日，浙江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对全省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6月11日上午，浙江省四套班子
领导成员来到嘉兴南湖，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第一次集体活动。

6月21日，江苏省南京市委常委
集体瞻仰梅园新村纪念馆和雨花台烈
士陵园，并进行交流研讨。革命先辈
的光辉事迹，成为主题教育最生动的
教材。

从6月开始，江苏省南京市101
家市级机关部门和市属企事业单位的
7.3万名党员、6333名处级干部、998

名市管干部参加第一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

明确任务
在实际工作中提升学习实效

上海市委面向全市党员干部提
出“初心四问”，即如何始终保持创业
初期的那股激情，如何继续走在全国
改革开放最前列，如何更好代表国家
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如何让工作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幸福。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上海市
委研究制定《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进一
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当新时代
新使命的若干意见》，提出13条具体措
施，激励干部勇担职责使命，焕发干事
创业精气神。

南京市委主题教育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南京注重围绕发展中的

现实难题和问题找差距、抓落实。通
报19个负面典型案例，就是要督促
相关部门和单位深刻反思，以刀刃向
内的态度检视问题，直击痛点，狠下
心来排查整改。

浙江省宁波市把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为重点，出台宁波市委“40条
措施”，盯住“关键少数”，始终保持对

“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的高
压态势。宁波市同时要求党员领导干
部结合年度重点课题、改革攻坚任务
和所分管、联系工作领域，每人确定1
至2个项目开展调研，并形成调研报
告进行交流，切实把主题教育调研成
果转化为工作成效。

结合实践
创新有特色的学习形式

记者在上海、江苏、浙江采访了解

到，各地、各单位都在结合自身工作实
践，不断丰富学习资源，创新教育载
体，开展有特色的主题教育活动

6月26日首映的中国当代无机
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严东生传记
电影《诗与真》也是上海市科技系统
主题教育的“必修课”，激励科技工作
者以老一辈爱国奋斗的科学家为榜
样，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扛起责任、担
起使命。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波市医保局结
合医保便民服务，组织开展“基层问政”

“督院问保”（医院和医保）“访贫问苦”
为主要内容的“三问为民”活动……

南京市委宣传部聘请30名作风
监督员，加强对部机关及市宣传文化
系统各单位的监督指导，结合宣传文
化工作当前开展的增强“四力”教育实
践活动，将主题教育扎实向纵深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在学习中强初心 在检视中找问题 在工作中见成效
——上海、江苏、浙江全面推进主题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远望3号船已圆满完成
83次重大航天测控任务

安全驶入长江入海口

远望3号船在南太平洋海域执行海上测控任
务。7月5日，顺利完成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海
上测控任务的远望3号远洋航天测量船，从南太
平洋任务海域返航，安全驶入长江入海口。据介
绍，远望3号船已圆满完成了83次重大航天测控
任务。 新华社记者 李雨泽 摄

中国科学家首获
国际地层学最高金奖

新华社南京7月6日电 记者5日从南京大学
获悉，近日在第三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中科院院
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沈树忠获
国际地层学最高金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亚洲
科学家。

国际地层学最高金奖由国际地层委员会设立
于2004年，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仅一人获奖，此
前全球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仅有四位。

国际地层委员会主席大卫·哈珀向沈树忠院
士颁发了证书和金牌。哈珀在颁奖词中介绍，获
奖者沈树忠是世界知名地层学家、古生物学家、腕
足动物和牙形动物研究专家，为建立全球年代地
层界线做出重要贡献，是二叠系2枚“金钉子”落
户中国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沈树忠担任国际地层委员会二叠纪分会主席
近八年，长期领导全球二叠系研究，在生物地层
学、化学地层学、年代地层学、古地理重建、生物多
样性演变模式等方面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他曾
五入西藏科考，建立了喜马拉雅地区高分辨率二
叠系-三叠系地层和地球化学剖面，构建了南方
高纬度地区的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模式。

沈树忠与其他科研人员合作论证了二叠纪末
海陆生物大灭绝的同时性和瞬时性，指出大规模
岩浆活动造成地表环境巨变，是导致生物大灭绝
的主因。相关成果在《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
《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被
编入国内外多所大学教材。

据了解，“金钉子”即“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位”，是国际地质学某一地质时代分界点的唯一标
准。我国目前已获得11枚“金钉子”，是国际上获
得“金钉子”最多的国家。

我国先后建成
六家国家级超算中心
打造超级计算驱动发展新模式

据新华社天津7月6日电（记者毛振华）7月
6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的“纪念中国超级计算
事业发展四十年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成立十
周年”活动上，记者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先后在天
津、长沙、广州等地建成6家国家级超算中心，为
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早在2009年5月，科技部批准成立国家超级
计算天津中心，随后又批准成立了深圳、济南、长
沙、广州、无锡国家级超算中心。随着“天河一号”

“神威蓝光”“曙光星云”“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
光”等一批超级计算机在这些国家级超算中心完
成部署和应用，开创了中国自主超级计算技术创
新与产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新历程。

从“银河”的历史性突破，到“天河”“神威”等
一系列超级计算机在世界范围内叫响“中国速度”
的品牌，过去40年是中国超算事业不断突破的
40年。在实践中，依托国家级超算中心建设，在
国家和地方的协同支持下，中国超算事业发展进
入了快车道。

“总书记的关心，让大山里的村民
倍感温暖，我们会把白茶种好！”贵州
省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村委会主任蒋
成勇说，种好扶贫茶苗，是全村最重要
的事业，是种下去的希望。

经过10个月努力，从浙江安吉县
“远嫁”到普安县的“白叶一号”扶贫
茶苗，已经在当地形成2000亩的“感
恩茶园”，其中地瓜镇屯上村 1500
亩、白沙乡卡塘村500亩，共覆盖贫
困户862户 2577人，茶苗成活率达
95%以上。

去年4月，浙江安吉黄杜村20名
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赠
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肯
定他们的做法，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

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
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
有意义。

白茶苗捐赠种植已于今年3月全
部完成。黄杜村共捐赠茶苗1665万
株，种植5377亩，覆盖3省4县贫困
户 1862 户，茶苗定植后成活率在
95%以上，带动了当地白茶产业的发
展，一些贫困户开始受益。

“感谢党的好政策！”，谈起白茶苗
种植，41岁的贫困户龙星华不住地点
头称赞。在湖南省古丈县翁草村，“白
叶一号”落户后，龙星华一家的生活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

过去，由于龙星华身体有残疾无
法劳作，他和60多岁的老母亲收入一
直没有保障。如今，他家不仅流转了
近4亩土地种植白茶，除了获取土地

流转费外，他母亲到白茶基地务工每
天还有100元的收入。

古丈县茶叶局局长刘洁琼告诉记
者：翁草村是古丈最先引入安吉“白叶
一号”的村庄，随着当地媒体的宣传报
道，翁草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今年“五
一”假期，先后有游客乘坐近50辆小
车“慕名而来”，参观这里的传统苗族
村落和种植在这里的白茶苗。

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新窝村、夯
娄村三个贫困村获赠的 150 万株、
660亩规模的“白叶一号”茶苗全部落
地，覆盖当地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116户430人。

为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翁草
村建立古丈县格戎茶叶专业合作
社，探索新型利益联结机制。目
前，全村建档立卡户76户 317人已

全部加入合作社，其中合作社与
51户建档立卡户签订了 20年的土
地流转合同，与全村建档立卡户签
订了劳务用工合同。

在四川省青川县沙洲镇青坪
村，绵延数百亩的茶园里，村民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挥汗如雨锄草、松
土、刨沟。

记者了解到，目前青川县利用
“白叶一号”茶苗扶贫项目，正在规
划两个现代农业园区：一是以青坪
村为核心区，在“白叶一号”产业带
动下，新发展壮大“龙井43号”为主
的青川绿茶，建设沙州万亩茶叶现
代农业园区，二是建设10万亩以上
的贡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做大做
强青川茶产业。

为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浙

江有关方面仍在持续发力，着力探
索一条“捐得准、种得活、长得壮、
产出高、销路好”，可持续的产业扶
贫路径。

为解决种植后茶叶“有产品无大
品牌”的局面，浙茶集团全程参与此次
脱贫攻坚任务，承诺安吉“白叶一号”
茶苗捐到哪里，浙茶集团的加工、品牌
和承销就跟到哪里。

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坦言，
通过捐赠白茶苗实地走访发现，中西
部一些地区种植白茶的地理条件十分
优越，为白茶产业的整体提升带来新
的发展空间。相较点对点的帮扶，多
方参与、各司其职的茶产业扶贫路径
潜力很大。

（新华社杭州7月6日电 记者方
问禹 张玉洁 蒋成 陈地）

青青白茶苗 浓浓扶贫情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浙江千万株白茶苗落户黔湘川贫困村

这是活动现场展示的“天河三号”百亿亿次原
型机（7月6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