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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
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中华民族和各民族
的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家庭和家
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
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
抓紧抓好。”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中华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深刻揭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
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我们辽阔
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各族先
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
国的锦绣河山。今天，960多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
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
存发展的美丽家园。我们悠久的历史是
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秦汉雄风、大唐气
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
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
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我们灿烂的

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
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文化之
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
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族文化交
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
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我们伟大
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
河中，各民族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已
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
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
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
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

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
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
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
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
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
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
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
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
巨大优势。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
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
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
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

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
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各民族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的立
身之本、生命之依、力量之源。

回望历史，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
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
泉。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共同努力奋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
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
体，我们就能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
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重要讲话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
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27日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
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全面分
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
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在与会
代表和社会各界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拥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砥砺奋进。

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
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分党
组副书记、驻会副主任杨小波表示，新
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彻底终结了过

去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走出一
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
路，归根到底，第一条就是坚持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十分珍惜取得
的宝贵历史经验，坚定不移走好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主任马国忠说，迪庆州各
级党委把民族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
程，成立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
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认
真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毫不
动摇地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民族工作
再上新台阶。”

浙江省丽水市委常委、景宁畲族
自治县委书记陈重表示，景宁要继续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和“浙西南革命
精神”，努力营造干事创业氛围，以党
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带动全县各族群众
携手发展。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委书记马建
立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
仅对于民族团结，而且对于做好全县各
项工作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县
委在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更要牢记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领头雁的职责，发挥县

域内各民族的合力，奋力奔小康。”

让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
高高飘扬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在讲话中，反
复强调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火
箭农场鼎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付江录备受鼓舞。他表示：“我们要结
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际工作，用心
去交融，用语言去沟通，用行动去实
践，同各民族兄弟姐妹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为同一个中国梦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
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
根脉。四川省成都阿坝商会会长、唐
古拉风艺术团党支部书记李进对此有
着很深的感触：“我们要继续用文化演
出等多种方式，为少数民族群众送去
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构筑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
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北京市公
安局海淀分局西山派出所民警黄文祝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印象深
刻，“作为一名社区民警，不仅要为少
数民族群众排忧解难、做好服务，更要
做好普法宣传，让法律成为少数民族
群众更好融入城市生活、融入社会的
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年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在社会生活
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山东省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奥帆
城市促进部部长札蒂·赫里利是一名
生在新疆、求学在北京、工作在青岛的
少数民族女干部。她表示，要营造各
民族共有的城市文化，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

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
都要过上好日子。没有民族地区的全
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
小康和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广
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处
副处长温纯华的强烈共鸣。他介绍，
近年来，广西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贫困地区的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村容村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在全区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把“绿水
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能力，让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
民。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旗委书记于
伟东表示，“全旗将认真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让更多群众通过
生态产业实现致富。”

参加完援青工作不久的江苏省南
通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陈耀华对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有着很深体会。2016年夏
天，陈耀华从江苏来到青海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德县人民医院开展援青工
作。3年多来，他完成眼科手术910
多人次，成功实施白内障手术752例。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我们要努力提供更多的健康产
品，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陈耀华说。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
王琦 高蕾）

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共创各民族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各族儿女砥砺奋进

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江花园建筑方案调整公示启事

滨江花园位于滨江街道铁桥社区林村路9号，属参照原琼山29宗
复工处置工程处置的原琼山市12宗历史遗留项目，调整方案拟更正
方案1#楼三层平面图，依据消防设计审核要求增设地下室出地面楼
梯，相应调整2#商业楼楼梯位置、地下平面图及地上地下机动车停车
位布局，重新核算地上、地下建筑面积，地上建筑面积由106349.51平
方米调整为106046.0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由14679.7平方米调整
为 15093.7 平 方 米 ，总 建 筑 面 积 由 121029.21 平 方 米 调 整 为
121139.7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由102138.9平方米调整为101991.6
平方米，容积率由3.2调整为3.22，机动车停车位由912辆调整为809
辆，建筑密度、绿地率指标不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的相关法律规定，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9月29日至10月1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u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9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9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
字第803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2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酷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李建华等人(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拟将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
镇凤翔路府城镇大院B幢第四层403房的房产予以处置。如对
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包括异议书及相关证据、身份材料递交
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19-35-1号宗地净地出
让条件的证明》，说明上述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
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并具备条件（1、在海南省注册，注册资金1
亿元以上，至今存续五年以上的南繁运营企业；2、具有南繁公共服务
基础和农业产业现代化园区运营管理经验，从注册开始运营到现在
运营管理连续满五年以上；3、承担过政府采购或委托服务事项，经营
活动中无违法记录；4、获得过省级以上农业基地或现代农业产业园
称号；5、获得过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称号；6、依法纳
税，诚信经营企业。）的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
申请。属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竞买人按照上
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
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竞买
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
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
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失信的被执行人；2、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3、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4、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须于2019年09月29日至2019年10月18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须于2019年09月29日09:00至2019年10月28日
12:00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
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
年10月28日12:00（北京时间）。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
2019年10月28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
竞买申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报价的时间
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0月21日0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10月30日15:30（北京时间）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用地规划设计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文件。
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经县人民政府批复实

施的用地规划要求和《陵水县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洋）配套服务
区建设运营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进行开发建设，严格履行《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将由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
请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 系 人：周小姐 黄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帐号：266254050805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帐号：46001005736053001573
（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
（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帐号：6001276700012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9日

宗地号

2019-35-1号

土地
位置

椰林镇

用地面积
(平方米)
34902.6

土地
用途

科研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米）
≤45

出让年限
（年）
50

投资总额
(万元)

≥18511.8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664

起始价
（元/平方米）

600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9-35-1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19〕10号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谢丽丹不慎遗失老城国用(1997)字第209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土地登记座落为老城镇快速干道东侧，登记面积398.007

平方米，该土地权利人已于2019年9月11日在《海南日报》上刊

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初步审

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谢丽丹名下老城国用(1997)字第209号土

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

书面材料送达我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67629320)，逾期我局

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原证作废。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4日

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
第B10、B11、B12、A7、A8、A10栋交付（入伙）公告
尊敬的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业主：

您好！
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第B10、B11、

B12、A7、A8、A10栋（以下简称“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已具备《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
的交付条件。我司定于2019年10月01日办理该项目入伙
手续。我司已按《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地址通过特
快专递方式向各位业主寄发《交付（入伙）通知书》，请各位业
主在该通知书规定的入伙时间内携带相关入伙资料亲临海口
市秀英区长滨路82号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
城）A7栋商业街现场办理入伙手续。若有不详，请电询：
400-930-8080。恭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家庭幸福安康！

特此公告！
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9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90929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18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
拍卖：位于澄迈县老城工业开发区金岗大道盈滨度假村11栋别墅。整体
优先，多栋依次。竞买保证金：整体1100万元，单栋100万元/栋。

特别说明：
1、按现状净价拍卖，本次拍卖标的物无产权证，涉及办理过户手续

产生的所有税费（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办证至委托人以及委托人过户
至买受人的所有税费：买卖双方过户的税费、土地出让金、土地有偿使
用费、公用设施配套费、历史各项税费及罚金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2、产权过户办理等事宜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由此产生的过户一切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海南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限制及法律责任
等），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3、成交款一次性付清，不接受分期支付、公积金或银行商业贷款
等其他形式。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0月17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0月17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

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
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0898-68555961、18508955059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1010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10月10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
及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
org.cn）进行现场与网络同步公开拍卖：海口市府城镇凤翔路金
城大厦第15层1501房（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54681号，
建筑面积110.37㎡），参考价12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2019年10月9日12:00前截止缴纳，凭有效证件办理竞买
手续。标的按现状拍卖，即日起现场预展。竞买人须自行了解
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海口市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过户税费按
照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电话：0898-66723114 13036099114
网址：www.hntbpm.com 微信公众号：“海南通宝拍卖”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大同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D-06-0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约惠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用地属《海口市大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D-06-05地块，为促进土地用途改变，鼓励和引导存量商品住宅用
地改变土地用途用于产业项目建设，拟对D-06-05地块相关指标进行
适当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9年9月29日至11月13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
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
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符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9日

减轻药费负担 优化药业生态
——“4+7”试点扩围带来哪些改变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下称
“4+7”试点）全国扩围日前产生拟中选结果。试
点扩围中选价与扩围地区2018年同品种最低采
购价相比，平均降幅59％，与“4+7”试点中选价格
水平相比，平均降幅25%。

“4+7”试点扩围将给患者带来多大实惠？将对
我国医药行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华社记者对
试点办负责人、专家学者、业内人士进行了采访。

药品提质降价
群众将获更多实惠

由于带量采购、招采合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有利于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压缩
流通环节的不合理费用，从而大幅降低药品价
格。此次试点扩围，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团
购”效应再次显现。

2018年，11个试点城市开展集中采购，25个中
选药品中选价平均降幅52%。截至今年8月底，25
个中选药品“4＋7”城市采购量17亿片。

“‘4+7’试点扩围是国家层面药价管理形式
和药品供应方式的一次系统性探索。”国家卫生健
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表示，药价
降低将令群众明显受益，同时，用药的安全性、有
效性都会得到提高。

确保质量和供应
患者年底前有望用上中选药品

“确保中选药品进入医院并得到优先使用，这
是试点扩围成败的关键。”试点办负责人表示，医
疗保障部门将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健全公立医院
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中选结果兑现保驾护航。

为确保中选药品供应，本次试点扩围允许每个
品种多家中标，扩大药品供应来源，对于中选企业不
足3家的品种，适当降低约定采购量比例，减少供应
风险。同时，要求生产企业按照采购协议足量供货，
建立企业应急储备和产能报告制度，落实生产企业自
主选定配送企业，通过协议规范配送行为，确保供应
稳定。下一步，各地将重点抓好中选结果的落地实
施，确保年底前患者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选品种。

走创新道路
医药行业迎转型良机

“仿制药必然会走向微利时代，走创新道路成
为众多国际药企的共同选择，但国内企业目前创
新能力还不够强，这样的招标会激励企业更多地
投入到创新中去。”傅鸿鹏说。

试点办负责人表示，试点扩围后，25个药品带
量采购将覆盖全国，对企业的产品质量、产能供给
和成本控制的要求更高，企业面临更大竞争压力，
将有利于推进行业优化重组，逐步改变行业规模偏
小、品质偏低的局面，推动行业规模化、集约化和现
代化发展。（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张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