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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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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余壮明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房款收据壹张，收据编号：
0003556，金额：500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冉启芝遗失中南西海岸B32-
1503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17 170034160 金额：512108
元，声明作废。
▲冉启芝遗失中南西海岸B32-
1503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17 0078288，金额:50000元 ,
声明作废。

遗 失典 当
▲黄硕遗失中南西海岸 B27-
1908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17 17046183 元 ，金 额:
694413元 ,声明作废。
▲祁琨翔遗失中南西海岸B27-
1509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17 17046258元，金额:10000
元 ,声明作废。
▲王俊芳遗失导游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DZG2010HN10820，声明作废。
▲吴定豪2019年10月2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60103199112261231，特此声明。
▲蔡志林2019年10月2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320902196505066018，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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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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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记者

奋斗成就伟业，梦想凝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
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历史起点上，一定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继往开来、接续奋斗，书写中华民族迈
向新辉煌的伟大篇章。

不懈奋斗
70年书写辉煌史诗

金秋十月，三江平原，一望无际
的水稻已经成熟。黑龙江农垦七星
农场员工陆向导在稻田边用手机观
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看到黑龙江彩车上的‘中华粮
仓’，我激动得跳起来，颗粒饱满的玉
米、黄豆和大米背后，是几代人把北大
荒变成了北大仓的努力。如今，中国
人已经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陆
向导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天津港一派繁忙，主航道上船只
往来频繁。“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
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
相看的伟大成就。”耳畔回响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天津港第一港埠
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成卫东久久不
能平静，“从几千万吨到五亿吨，天津
港吞吐量的大跨越是中国经济增长活
力的见证。”

连排的小洋楼、齐整的林荫道、门
前屋后的小菜园……这是广西百色市
田阳县新立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广新家园。
“从愁吃愁穿到日子越过越美，医

疗、教育和养老越来越有保障，大家自
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热情空前高涨。”
村党总支书记罗朝阳说，“我们要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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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不仅有
中国腾飞的经济、人民红火的生活，还
有科技进步的“中国速度”。

国庆假期，安徽蚌埠中建材信息
显示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
人姜园涛与同事们一直坚守在生产
线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令姜园涛热
血沸腾。

从0.3毫米到0.12毫米，过去5年
来，姜园涛所在的企业先后5次创造
最薄浮法玻璃的中国纪录、1次世界
纪录。“我们正准备向0.1毫米新的世
界纪录发起冲击！”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国家卫健委驻山西永和县索驼村
第一书记徐宏心潮澎湃：“中国今天的
发展成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用双手
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力拼
搏铸就的。作为一名青年扶贫干部，
我将不辱使命、不负青春，带领全村百
姓用勤劳和智慧脱贫致富奔小康。”

不忘初心
民心所向奋斗不息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从“凝心
铸魂”方阵彩车上走下来，重庆市江北
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员马善祥除了

激动，更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全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方向和力量，我将
继续做好服务调解工作，通过解决群
众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生活更和谐、更
美好。”马善祥说。

可可西里，一片苍茫。三江源国家
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站
长秋培扎西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庆祝大
会，泪水流出了眼眶。那一刻，他想起
了为保护可可西里牺牲的父亲和舅舅。

“我们要为祖国和人民守护好青
山绿水，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秋培
扎西坚定地说。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还要美起来。连江是海洋渔业大
县，我们将努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减
少对海洋环境的破坏，让更多渔民从
中获益，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福建连江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徐建
峰说。

秋风送爽，地处吕梁山深处的山
西省岢岚县宋家沟村的五星红旗迎风
招展。村广场上，“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标语格外醒目。

村党支部书记雷文斌看到“脱贫
攻坚”方阵彩车上闪动着的减贫数字，
下定决心：“脱贫摘帽只是第一步，在
巩固好脱贫成果的同时，要主动谋划
乡村振兴，把穷山沟变成现代化新农
村，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国庆假期，敦煌莫高窟游客如
织。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文化需求不断增长，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感受这座千年
宝库的魅力。“我们通过研学等不同
方式提供分众、精准的参观体验，让
人们真正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
部部长李萍说。

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生态优美、
文化繁荣……一幅新时代中国的美好
画卷徐徐展开。

参加群众游行的高丰和董婉秋是
一对来自美团外卖的骑手夫妻，高丰是
一名退伍军人。“国家强大才能有我们
的幸福生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会
在任何工作岗位上保持军人本色，怀有
一颗赤诚的心，只要我们每个中国人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变并为之奋斗，就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前进步伐。”高丰说。

时不我待
共创新中国美好未来

“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
好、发展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豪迈话
语，吹响了奋斗的号角。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表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征途上，要把满腔爱国热情
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力拼搏的实际行
动，开创新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2日下午，从北京参加完庆祝大
会，“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有德一下飞
机，来不及回家，便直奔心心念念的马
鞍山生态治理区。“生命不息，治沙不
止。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奋战沙海，为
家园再添新绿。”王有德说。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

委书记余留芬在北京参加完庆祝大会
后顾不上逗留，就赶回了家乡。“脱贫
攻坚是持久战，我们基层干部要有信

心和恒心，巩固好扶贫成果，把扶贫产
业做精做细，为乡村振兴铺好路。”余
留芬说。

10月1日，一汽集团组织员工集
中收看了庆祝大会盛况。看到习近平
总书记乘坐红旗检阅车在长安街检阅
部队，员工们非常振奋。

“我是从一名基层技术工人成长
起来的，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
有、逐步发展的历程。”一汽红旗工厂
首席技师齐嵩宇表示，将勇攀技术高
峰，加快推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研发，早日实现汽车强国梦。

作为援疆干部，新疆伊宁县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仲兆圣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到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伴随‘一带一路’
的春风，伊宁已经成为我国向西开
放发展的前沿阵地。开放发展的步
伐一刻也不能停，更不能有任何地
方掉队。”他说。

国庆期间，90后创业女青年江小
梦正在忙着扩建制茶厂房。4年前，
高校毕业的她带着改变家乡的梦想，
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湖南郴州
创业，如今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生态茶
叶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的明天必
将更加美好。作为青年人，要将自身
发展融入国家建设，为祖国更美好的
明天而努力奋斗。”江小梦说。

“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美丽中国，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时代追求。”红豆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海江表
示，作为企业当家人，一定要自强不
息、努力奋斗，把企业梦融入中国梦，
为祖国的美好未来增光添彩。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中国梦想成就于亿万人民共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
浩荡荡。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
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
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
伐。”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
新中国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豪迈宣
示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
发展好的坚定信心，激发着中国人民
逐梦前行的巨大热情，激扬起中华民
族再创奇迹的雄心壮志。

新中国70年何等辉煌！70年来，
从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到稳居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辆拖拉机都不
能造”，到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
系；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成为世
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
备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
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今天，曾
经温饱不足的人们，即将迈入全面小
康；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走向繁荣富
强；曾经积贫积弱的民族，迎来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中华民族实现了气壮山河的
历史性跨越；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
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时代前
列。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
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是因为我们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
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
梦，是从沉淀了我们全民族集体记忆
的历史中孕育的，屈辱和苦难是它的
土壤，所以它才如此地深沉，如此地
动人心魄、撼人心魂；中国梦，是从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想
和渴望中生长的，国家的强劲发展是
它的现实支撑，所以它才如此地强
烈，如此地动人心扉、振奋人心。中
国梦的实质，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这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实现
中国梦是顺应人民意愿、合乎历史逻
辑的正义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

人也攻不破的”。只要我们保持坚定
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
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
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
抛在身后！

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是因为我们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从一个积
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靠的不是对外扩张和
殖民掠夺，而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
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推动人
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中展现了
大国担当。前进征程上，顺应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这一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踏平坎坷成大道”。中华民族是
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
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
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伟大政党。迎着民族复兴的壮丽前
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奔跑中，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定能把圆梦的辉
煌写在不远的将来！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外国领导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又有许多国家领导
人、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或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日本天皇德仁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佳节，我谨致以由衷祝贺，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文莱和中国友好交
往源远流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缅甸总统温敏表示，缅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
好关系和紧密合作未来将在中缅经济走廊和“一
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继续蓬勃发展。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表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持续不断地取得显著发展成就，已成为最有活力
和成功的国家。希望马中两国继续深化友好关系。

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阿中长期相互信任、相
互帮助，建立了深厚友谊。阿富汗坚定致力于发
展两国友好关系。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表示，在习近平
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各领域都取得辉煌成
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我愿推
动摩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表示，正因为有中国的
支持，非洲大陆得以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坦
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坦方
愿进一步巩固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良好关系。

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
领导下，中国正在以更加矫健的步伐阔步前行。这
必将为构建更加公平、完善的全球秩序做出贡献，进
一步促进国际法治、正义和世界人民团结。

马里总统凯塔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着维
护和平、公平和正义的积极作用，是国际秩序的
坚定维护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私、务
实的帮助。

冈比亚总统巴罗表示，冈方高度重视冈中友
好、团结、合作的兄弟关系，相信冈中关系必将不
断巩固加强，持续造福两国人民。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表示，我们高度赞赏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不仅是国
际舞台中的和平与稳定因素，也是世界其他国家
进步和发展的推动者。

博茨瓦纳总统马西西表示，中国过去70年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令人钦佩。中国已成为众
多创新以及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主要来源地，这不仅
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表示，伟大中国今日的世
界大国地位当之无愧。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表示，祝习近平主席
和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表示，我谨向习近平
主席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和
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表示，比利时高度重视比
中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和密切合作关系，诚挚祝愿
习近平主席和全体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丹麦王国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示，丹中两国
关系长期保持强劲稳定发展，我对此深表赞赏。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葡中友谊、互信和合
作纽带更加紧密。我深信，双方将不断丰富葡中
关系内涵。

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表示，我坚信瑞中创新
战略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深化发展。祝愿中国和中
国人民前程似锦。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波
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匈牙利总统阿戴尔表示，匈方为匈中合作的
丰硕成果感到荣耀。匈方将继续在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表示，相信罗中两国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将不断取得新发展。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欧中关系密切持
久。双方应保持积极合作势头，推进欧中共同合
作议程。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表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
就表示钦佩。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
国将在进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进一步成为令世
界敬仰的典范。

哥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表示，中国在诸
多领域成为全球的榜样和典范。哥方很高兴能在
广泛议题上成为中国在中美洲的伙伴，希望哥中
关系未来不断巩固。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表示，萨方重申愿继续
增进萨中在各领域的相互了解。祝福兄弟般的中
国繁荣昌盛。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表示，70年来，
中国从解决人民温饱到实现小康，并将于2020年
消除绝对贫困，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伟
大成就。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正大步迈向
繁荣的现代化强国。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理总干事费鲁塔表示，高
度赞赏中国在和平、发展和核不扩散领域发挥的
领导作用，期待与习近平主席及中国政府携手努
力，共同推动建设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
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驻外人
员和海外华侨华人对此反响热烈。他
们纷纷表示，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
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愿以今天的努力奋斗成就中国更加美
好的明天。

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指挥长高朝宁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
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征程的方向，
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让我们备受鼓
舞、备感振奋。海外维和部队官兵将
坚决以讲话精神为指导，牢记维和使

命，继续不懈努力。
中国第5批赴南苏丹（朱巴）维

和步兵营教导员蔡伟说，维和部队方
队今年首次在国庆阅兵中接受检阅，
这既体现了祖国对我们维和部队的
高度重视，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
国担当。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
院教师秦司洋洋说，作为一名在非洲
工作的中文教师，她感受到中国在海
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摩洛哥民众学
习中文的热情不断提高，她希望通过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新中国70华
诞献礼。

中国建筑集团阿尔及利亚公司员
工赵北寒说，庆祝大会直播精彩画面

一个接一个。公司的发展与祖国的强
大密不可分，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闻说，
他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收看庆祝大会，
从心底里为今天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感到无比骄傲。中国一定会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统一大业，继续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英国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
进会会长刘凯说，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传递了全球华夏儿女的心声。历
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我们将
继续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贡献。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
会主席翁国宁说，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满含深情地道出了海外中华儿女
们共同的心声。70年来，中国国际
地位显著提升，来之不易。伟大祖
（籍）国的强盛是所有海外华侨华人
的骄傲。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侨生
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
作出巨大贡献，柬埔寨华侨华人无不
感到欢欣鼓舞。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
会长颜天禄说，70年来，中华民族迎
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以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不

断奋进，创造了世界惊叹的中国奇
迹。在前进的征程上，全球中华儿
女必将更加团结，战胜未来的一切
艰难险阻。

英国英中律师协会会长朱小久在
天安门广场观看庆祝大会后说：“我的
感想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振奋、自豪、
责任、使命。”海外华侨华人要用自己
的努力，继续为祖（籍）国的发展、强大
和统一作贡献。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
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韩静说，中国的
富强和国际影响令华侨华人感到无
比振奋和自豪。传播中国文化、艺
术，促进澳中相互了解，具有更加重
要的意义。

愿以今天的奋斗成就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驻外人员、华侨华人中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