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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03版
——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

自足，不忧饥馑？吾国何时可自产水
笔、灯罩、自行表、人工车等物什，供国
人生存之需？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
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
高级学子？吾国何时可参与寰宇诸强
国之角逐……

“此十问俱实现，则中国富强矣，
国人安乐矣！”椎心泣血的十问，饱含
着当年国人的梦想。

斗转星移，日月新天！
此时此刻，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向复兴梦想发起
最关键的冲锋。

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历史性
交汇，相互激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勾勒出更加宏阔的时代背景。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奋进的
中国——

9 月 28 日，日本大阪。3：0！
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中国女排击败
塞尔维亚队，提前取得女排历史上第
十个世界冠军。“女排精神”再一次振
奋全国。

38年前，也是在日本大阪。21岁的

郎平和她的队友们，首夺世界冠军，中国
人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呐喊。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无需用一枚
金牌证明自己的力量，但我们依然钟
情于为了祖国永远奋斗的姿态！

“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
是代表祖国出战。我们的目标就是升
国旗、奏国歌！”

59岁的郎平和女排所代表的“人
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永远年轻！

在中国科大量子工程中心一楼大
厅，镌刻着“中国核物理研究开拓者”
赵忠尧留给后人的期待——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
家尚未摆脱贫困与落后，尚需当今与
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
努力。”

每次走过这里，在量子通信领域为
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科学家潘建
伟，总会感受到一种责任与奋斗的激情。

在奥地利留学时，他曾观看过一部
纪念“两弹一星”功勋纪录片。当看到

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为保护数据，烧
焦的身体与勤务员紧紧抱在一起，潘
建伟泪流满面：“我一定要回去……”

“我爱科学，更爱祖国。中国要再
次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科技不能缺席，
我不能缺席！”

前进路上，我们依然面临风险挑
战，依然会遇到惊涛骇浪！复兴途
中，我们依然要闯过新的“娄山关”“腊
子口”！

从三大攻坚战到实现高质量发
展，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从严治
党，从应对贸易摩擦到参与全球治
理，依然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奋斗与
壮烈的牺牲。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自信的
中国——

就在1个多月前，创立39周年的
深圳特区，收到一份厚重的“生日礼
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意见》。

改革开放点石成金，让深圳这个
当年的小渔村成长为充满创新活力的
现代化大都市。

有人评价，如果说当年中央创办
经济特区，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启
航”，现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更是“一次志在
必得的进军”。

志在必得，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对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充满了坚定信心。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强盛的
中国——

“当后人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
史时，什么会是最重要的话题？”美国
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家泰勒说，“我
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可能将由中国的
惊人崛起而决定。”

2019—2049，那是一段更加壮阔
的征程。

——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

人手中化为美好的现实；
——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

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一个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屹立东方。

这将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彪炳史
册的不朽功勋，这将是让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从历史深处走来，纵使历经5000
多年沧桑，中华民族也从未有过如此
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伟大转折——

70年前，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
国，毛泽东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
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70年后，在意大利罗马，习近平
这样阐述中华民族的浩瀚视野：“我们
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听吧，新长征的号角已经吹响。
此时此刻，我们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国
歌激昂的旋律——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前进，英雄的中国人民！
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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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人董美，性别：女，身份证号：
430321198703035942，不慎遗失
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壹本，注册
号：琼246121304037，注册专业：
建筑。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海精华食品配送店遗失公章、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0203600203184, 负 责 人 ：周
灵，注册营业地址：海南省三亚市
河西区三亚港务局二号门岗沥青
油罐旁，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出生约
1天，于2015年12月20
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正义
路中产大厦A一 4D被
捡拾。婴（儿）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
依法安置。联系电话：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19年9月29日

遗失声明
文昌潭牛和通专营店遗失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
据，编号：45393201-45393250，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追梦人广告有限公司遗失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壹本，副本2-1、
2- 2，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460100397422788D，声明作废。

海口海关关于票据遗失声明
本单位不慎遗失海关行政事业性
收费专用票据 2 份，票据编号：
00078745，00078470；以及《海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1份，票
据 编 号 ： 030864546X；
030864548X； 032515501--
032515505； 032515519；
0376861184； 037686131X；
0376861328。声明作废。

2019年9月24日
▲海南闲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柳婧）法人私章，现声明作废。

公 告
海口玛特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开平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 88号）定于2019年 11
月5日下午3时开庭审理。因无法
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路6
号，联系电话:0898-66775828）
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
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
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
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9月29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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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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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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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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秘汁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信用
代 码 91460100MA5RD2HL7W
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
资金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百源高科技有限公司由原注
册资本人民币63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千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日内向公司报告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谢庆
珍，联系电话13876862377，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华奕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671071352R)，经决定
公司注册资本由8888万元人民币
减至800万元人民币，债权债务保
持不变，特此公告。

▲海南盛世宏城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龙昆北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9121501，声明
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广式肠粉早餐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690281850517，声明作废。
▲海南圆中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
号:琼JZ安许证字2017S1037，声
明作废。
▲ 谭 玲 （ 身 份 证:
460034199407053623）于 2018
年06月19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海
口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女婴一名,
出生证遗失，编号:s460048006，
声明作废。
▲王兀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
秀路28号海鸿大厦A403的土地
证，土地分割证号：200611553，声
明作废。
▲澄迈瑞溪周汉华菜种子摊不慎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为 469027600026907，特此声
明作废。
▲胡永祺遗失第三联准迁证，证号：
琼准字00771618号，声明作废。

▲本人那奇遗失海口绿地城鸿翔
置业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80000
元收据一张，收据编号：6011573，
开具时间2019年5月25日，特此
声明。
▲儋州那大鑫果百货商行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31319513，声明作废。
▲冯推发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70012002954，特 此 声
明。
▲海南澄迈思源实验学校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230019406，声明作废。
▲海南省临高微波站遗失海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号为：
0000456789，声明作废。
▲海口奇芊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6380601，声明作废。
▲昌江乌烈新生宝贝母婴用品生
活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14690260012405，
声明作废。
▲张雨遗失2017年6月18日昌江
和瑞园2栋01101室代收款现金
18183 元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
No7075614，声明作废。

▲蔡世伟、薛津不慎遗失绿地海长
流 四 期 商 铺 收 据 两 张 ，编 号
0018266，金额1010000元；编号：
0020561，金额300000元，特此声
明。
▲澄迈鹏鹏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 ，证 号:469023060790，车 牌
号：琼C3517学(黄色），声明作废。
▲澄迈鹏鹏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证号:469023060791，车牌号：
琼C0222学(黄色），声明作废。
▲澄迈鹏鹏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证号:469023060665，车牌号：
琼C1930学(黄色），声明作废。
▲海南壹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海邦食品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3L852547492，声 明 作
废。
▲儋州那大海邦食品商行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0006481，声明作废。
▲海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公章破
损，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乐东高安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拟向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
日起60天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广告

黄坤明考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活动新闻中心强调

为媒体采访提供
专业高效便捷的服务保障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月29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考察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强调要发
挥新闻中心的重要窗口作用、支撑作用，精心组织
信息发布和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
服务保障，助力记者更好采访报道，营造共庆新中
国70华诞、共享祖国伟大荣光的浓厚氛围。

黄坤明来到记者接待处、新闻发布厅、广播电
视信号服务室、新闻图片室、网络通讯服务区、融
媒体体验室等区域，认真了解新闻中心功能设置
和运行情况，与媒体记者现场交流，对新闻中心前
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举
国关注、举世瞩目。采访报道要聚焦庆祝活动主
题，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讲好新中国故事，讲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充分展示70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
宝贵经验。要着眼境内外媒体采访报道需求，加
大权威信息发布力度，加强专业化个性化定制化
服务，组织好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
等工作，办好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和账号，让记者工
作便捷、生活便利、温暖温馨，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工作状态把国庆70周年各项活动展现得精彩、
细腻、有温度。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
闻中心29日举办新闻发布会。生态
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副部长黄润秋、
翟青介绍“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
中国”有关情况，回顾70年来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事业从萌芽起步到蓬勃
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70年来，我国污染防治方式不断
创新、领域不断拓展、力度不断加
大。李干杰介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坚决向污染宣战，发布了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一组数据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

污染治理方面的努力——火电超低
排放改造比例达到80%以上，煤炭占
比从之前的70%左右降到59%；淘
汰老旧车、黄标车2400多万辆；建立
健全国家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设
立1436个监测点位……

“和很多国家相比，我们这些年
的重视程度之高、治理力度之大、环
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是比较罕见
的。”李干杰说，大气污染防治的形势
依然严峻，仍处在“靠天吃饭”的阶

段。因此，要有打攻坚战的决心和信
心，还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和恒心，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70年来，我国实施了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重大的生
态保护工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创新开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性生态保护修复，开展国土绿化行
动，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显
著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质量。

黄润秋介绍，全国森林覆盖率已
经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约8%提高到
目前的22.96%。监测数据显示，近

20年来我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约占
全球新增总量的25%，居全球首位。

70年来，我国坚持依靠法律、依
靠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李干杰说，我
国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
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立法力度之大、执法尺度之
严、守法程度之好前所未有。

黄润秋说，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引入了按日连续罚款、查封扣
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公益诉讼等措
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

翟青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督察
工作从2015年年底试点到2017年，
实现了所有省份的全覆盖，2018年又
对20个省份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
看”。今年上半年，对6个省份和2家
中央企业进行了新一轮的例行督察。

翟青说，第一轮督察解决老百姓身
边的问题大约15万个，并且通过督察
报告、专项督察等方式，推动各地解决
了2100多个比较大的生态环境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者高敬）

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回顾70年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
闻中心29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商务
部部长钟山、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受文、副部长钱克明介绍

“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商务高质
量发展”有关情况，回顾70年来，我
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奋力开创商务高质量发展
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物资严
重短缺，经过70年发展，商品服务供
给日益丰富，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7
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8万亿元，
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钟
山说。

目前，消费已连续5年成为我国

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

钟山强调，推动消费升级，促进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是商务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未来将重点抓好城市消费、乡村消费
和服务消费三方面工作。

以城市消费为例，将加快步行街
改造提升，发展连锁便利店、改造菜
市场等便民商业网点。

乡村消费方面，将着力推动工业
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服务消费方面，
要在增加供给上下功夫。

70年来，外贸持续快速发展。
钟山介绍，1950年我国进出口

总额只有11.3亿美元，到2018年达
4.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

国。同时，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
品、高新技术产品成出口主体，民营
企业成对外贸易主力军。进出口更加
协调，货物和服务贸易也更加协调，
中国每年进口超过2万亿美元，外贸
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1.8亿人以上。

钟山说，在一系列稳外贸“实招”
推动下，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
增长了3.6%。从全球看，出口增速
高于主要经济体整体水平，外贸实现
稳中有进。

钟山说，下一步，将推动稳外贸政
策尽快落地、早见成效；优化市场布
局，强化科技、制度、模式和业态创新；
积极扩大进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70年来，我国吸收外资进入世界
前列。开放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

越来越好，成为外商投资热土。2018
年，我国吸收外资1383亿美元，居全
球第二位。到去年底，累计利用外资
2.1万亿美元，外资企业96万家。

70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据介绍，2018年
对外直接投资达1430亿美元，居世
界第二位。到去年底，对外投资存量
接近2万亿美元，在境外的中资企业
有4.3万家。

70年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能力不断增强。

一组事例可以印证——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
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贸

易组织改革；
签署17个自贸协定，在二十国

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平
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成立亚投行，成功举办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全球提供更多国
际公共产品……

“这几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贸易额占整个对外贸易的
比重不断上升，而且质量也在提升。”
钱克明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
资累计已超1000亿美元，沿线国家
对中国的投资也达到480亿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者于佳欣 陈炜伟 王雨萧）

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
——回顾70年中国商务发展成就

商务部：

中央储备冻猪肉再投放1万吨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记者王雨萧 于佳

欣）记者29日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开展第三次中央储备冻
猪肉投放工作，此次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
10000吨。9月19日以来，累计投放中央储备冻猪
肉30000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此前表示，国庆前
夕，在市场机制发挥主体作用的前提下，中央和地
方通过促进产销衔接、增加储备投放等多种方式
加大肉类市场供应，肉类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
趋稳。

据统计，此前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肉3个
批次，总计投放猪肉20000吨、牛肉2400吨、羊
肉1900吨，目前部分地区也陆续开展了地方储备
肉投放工作，市场供应总体有保障。

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加强市场监测，密切关
注肉类市场供求变化，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储备投
放，保障肉类市场供应。

中石油在鄂尔多斯盆地
发现10亿吨级大油田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记者刘羊旸）记
者29日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
石油今年在鄂尔多斯盆地长7生油层内勘探获得
重大发现，新增探明地质储量3.58亿吨，预测地质
储量6.93亿吨，发现了10亿吨级的庆城大油田。

“庆城油田的发现，对我国生油层内石油资源
的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引领示范作
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鹭光
说，庆城油田目前基本建成百万吨级的开发示范
区，预计今年产油64万吨，近几年具备建成300
万吨的产油能力。

中石油29日还公布了另一项非常规油气领域
的重大勘探成果：四川盆地页岩气勘探获得重大进
展，在长宁－威远和太阳区块新增探明页岩气地质
储量7409.71亿立方米，累计探明10610.30亿立
方米，形成了四川盆地万亿方页岩气大气区，对增
强我国天然气供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