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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秀英区残疾人联合会不慎遗失财
政非税票据（手工票），票号：
0292414766- 0292417254，总分
数：250份；遗失财政票据领购证
一本，票号：0000546；遗失海南省
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凭证，票
号：3554951-3554975，总份数：
25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自然资源部海南测绘资料信息中
心(原国家测绘局海南测绘资料信
息中心) 2013 年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票据为 35张、使用票据号
为:0004428275- 0004428312、
0004428339-0004428558、0004
428582-0004428603、00044286
38-0004428662。以上票据号段
之间的存根联已遗失，现声明作
废。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作废票
据号为:0004428320、00044285
66、0004428574、 0004428611、
000442862X，以上5张五联票据
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证明书
海南革命史研究会遗失在海南省
民政厅，海南省社会组织管理领取
社会团体会员票据领购证壹本及
以前领取所有票据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海南领航之星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破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陵水新村万福兴旅租店不
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460000MA5TBD585G，特 此
证明作废。
▲高秋龙不慎遗失经营性道路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资格证号:
460032196909247675，证件流水
号:4600033717，声明作废。
▲亓嘉文遗失东方市八所镇琼西
路西侧碧海云天小区E2栋209房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书号：琼
（2018）东 方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9623号，声明作废。
▲海南样样松商贸有限公司原财
务专用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许
杰律师于2019年11月8日遗失了
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1010526252，流 水 号 ：
10649985，声明作废。
▲ 万 忙 （ 身 份 证 号 ：
4209841990111566X）遗失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代码：
46001920406，发 票 号 码 ：
0044346，声明作废。
▲ 万 忙 （ 身 份 证 号 ：
4209841990111566X）遗失车辆
合 格 证 ， 编 号
WAC305003378378，车 架 号 ：
LVHFC1650L6052703，现声明作
废。

▲吴海容于2019年11月8日早上
9点遗失居民身份证一张，身份证
号码：460003198906106225，声
明作废。
▲儋州九九网吧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3324053264B，声 明 作
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南
路居民委员会工会联合会遗失中
国银行昌江县支行市民广场路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号 ：
J6410015594901，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海口明华工贸公司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遗失不动产登记证明，证
号：琼（2018）定安县不动产证明
第0001588 号、琼（2018）定安县
不动产证明第0001589号，声明作
废。
▲马群遗失定安鼎泰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阳光椰风苑D2座B单元
201 房的购房发票，发票号码：
00164206，金额：151400元，特此
声明。
▲谭海珠遗失海南省海口市第四
人民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收据
号码：0000010391，特此声明。
▲罗桂清、罗杰瑶、罗杰毅、罗朝文
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
市国用（2016）第008904，特此声
明。

▲符胜飞遗失海口市政府第二办
公区出入证，工作单位市国土资源
局，现声明作废。
▲海南自贸区康业建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澄迈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36563002，特此声
明。
▲叶兴、叶章遗失坐落于铺前镇七
岭村委会高峰村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2010010585,特此
声明。
▲林爱健遗失座落于会文镇新科
二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
集用（2009）第 W0400494 号,特
此声明。
▲李永忠不慎遗失货物运输（旅客
运 输）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60030196209135418，证件流水
号：4600052323，特此声明。
▲陈奋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103199108192114，声明作废。
▲单海波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
天下209栋1402房购房认购书1
张，编号1902252，现声明作废。
▲许玉娥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号：200846002386，现特此声
明。
▲李传杨不慎遗失儋州市那大尖
岭安置区14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儋国用（2012）第 2484
号，现特此声明。
▲王定武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506074519，声明作废。

海南信知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信知汇企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91469027MA5RCE1BOG，法 定

代表人华翔，营业执照核准期限

2016 年 01月 28日至 2066 年 01

月28日）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000万

元人民币，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 系 人 ：刘 加 祥, 电 话 ：

15692555958,0898-36961127。

地址：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福山咖

啡风情镇2号楼2楼。

海南信知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3日

减资公告
海南惠丰钱生钱互联网金融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金，由原伍仟万元减

少为柒佰捌拾万元。请相关债权

人在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要求清偿或相应的担保，逾

期本公司将依法减资。

特此公告

海南惠丰钱生钱互联网金融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2日

遗失声明
由中国人民银行临高县支行颁发
给核准号为56410033768401,编
号6410-00532624开户许可证因
遗失，声明作废，因海南首多文体
产业有限公司法人已于 2019 年
10月 23日由周建农变更为钟共
纯，公司行政章、合同章、财务章、
法人章、发票章均已变更。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自然资源部海南测绘资料信息中
心(原国家测绘局海南测绘资料信
息中心) 2014年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票据为 25 张、使用票据号
0004428670、0004428697-0004
42870X、0004428726-0004428
849、0004428865-0004428873、
000442889X-0004428910、000
4428961-0004428996，以上票据
号段之间的存根联已遗失，声明作
废。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作废票
据号 0004428689、0004428718、
0004428857、0004428881、0004
428929、0004428937、00044289
45、0004428953，以上8张五联票
据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立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个
证号 460200552751785；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个，证号码
55275178-5，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海南宏海电缆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55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岀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海南宏海电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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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海南康大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原 股 东 王 裕 亮 ，身 份 证 号:

46002****101125，公司拟申请注

销，现与您联系不上，特此登报公告。

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声明
薛建华：因阁下拖延支付购房款，

经我公司多次催促仍不支付，我公

司已经依法解除双方2014年1月

2日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

且于2017年7月5日在《内蒙古晨

报》公告送达了《解除合同的通知

书》。现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已

经解除，请阁下及时到我公司办理

终止合同的相关手续。特此声明

海南银磬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3日

注销公告
三亚博才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

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兴榆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200000014096)拟向三亚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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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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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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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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纲
要》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纲要》出台的
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义
教育，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
列重要部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
显著成效。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人
心，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
加巩固，干部群众的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广为激发，全体人民同心同德、
步调一致向前进的信念信心更加坚
定，在举办大事要事、应对风险挑战
中，展现出朝气蓬勃的精气神。

1994年8月，党中央颁布《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爱
国主义传统提供了重要遵循，推动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不断兴起热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爱国主义教育面
临的内外环境、形势任务发生很大变
化，迫切需要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进
行战略谋划，作出全面部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
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
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
过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制定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
施纲要》，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问：请您介绍一下制定《纲要》过
程中的基本考虑。

答：《纲要》以“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根本，紧紧围
绕政治引领、时代特征、思想含量和价
值导向，做到“三个贯穿始终”。一是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贯穿始
终。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主义精神的系
列讲话、指示、批示等，充分体现到《纲
要》制定之中。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贯穿始终。《纲要》紧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我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新时
代对爱国主义教育提出的新课题、新
使命、新任务和新要求，以新内容、新
形式、新载体和新思路谋划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努力使《纲要》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三是“聚民心、育新人”
的使命任务贯穿始终。着眼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最大公
约数”，从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的愿望和需求出发，作出顶层设
计和规划部署，努力使《纲要》具有较
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问：请您介绍一下制定《纲要》过
程中的一些特点。

答：制定《纲要》过程中的一个鲜明
特点，就是坚持群众路线、问计于民，广
泛听取和吸收各方面特别是基层干部
群众的意见建议。起草组多次深入农
村、企业、社区和高校进行调研座谈，了
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愿望和期待。《纲要》
形成后，还多次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门、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特别是基层工作者的
意见建议，并在修改完善中尽量予以体
现。充分吸收1994年中央颁布《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来，各地各有关
方面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并
结合新时代加以丰富和发展。《纲要》的
制定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体现了群众
要求，制定过程本身就是宣传群众、动
员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

问：请您介绍一下《纲要》的主要
框架。

答：《纲要》共有六个部分、34条，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板块
包括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总体要求
和基本内容，第二板块包括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的群体对象、载体手段和
氛围营造，第三板块是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的组织保障。

问：请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
基本内容有哪些？

答：《纲要》紧扣时代主题，提出八
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一是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干部群众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展现新气象、激发新作为，把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爱国报国的实际
行动。二是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教育，在历史与现实、国际
与国内的对比中，引导人们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是深
入开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帮助
人们了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引导人们在进行伟大
斗争中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四
是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聚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
明素养。五是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改
革开放史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历
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
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
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凝聚起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的强大力量。六是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人们树立和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七是强化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
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
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使各民族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
传。八是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
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维护国家
安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问：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青少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中之重。一是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
渠道作用，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
教育全过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
堂、进教材、进头脑。二是办好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紧紧抓住青少年阶段的

“拔节孕穗期”，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教育灌
输和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国家意
识、增进爱国情感。三是组织推出爱国
主义精品出版物，针对不同年龄、不同
成长阶段，推出反映爱国主义内容的高
质量读物，让广大青少年自觉接受爱
国主义熏陶。四是广泛组织开展实践
活动，把爱国主义内容融入各类主题
教育活动之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校园文化活动，丰富拓展爱国主义教
育校外实践领域，引导大中小学生更
好地了解国情民情，强化责任担当。

问：如何运用多种形式和载体开
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答：《纲要》着眼新的形势和实践，提
出五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一是建好用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强
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功能。二是
注重运用仪式礼仪，认真贯彻执行国旗
法、国徽法、国歌法，强化国家意识和集
体观念。三是组织重大纪念活动，充分

挖掘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蕴含的
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组织开展系列庆祝
或纪念活动和群众性主题教育。四是
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能，大力
实施中华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深化“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引导人们感悟中
华文化、增进家国情怀。五是依托自然
人文景观和重大工程开展教育，寓爱国
主义教育于游览观光之中，引导人们领
略壮美河山，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问：如何发挥社会各方面在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答：《纲要》着眼营造良好氛围，提出
六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一是用好报刊广
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生动鲜活地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二是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
作用。引导人们把对榜样的敬仰和感动
转化为干事创业、精忠报国的实际行
动。三是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把爱
国主义作为常写常新的主题，不断推出
精品力作。四是唱响互联网爱国主义
主旋律，让爱国主义充盈网络空间。《纲
要》还提出，要涵养积极进取开放包容
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引导人们做到自
尊自信、理性平和，推动爱国之情转化
为实际行动。要强化制度和法治保障，
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制度，发挥约束和规范作用。

问：《纲要》颁布实施后，关键是贯彻
落实，请谈谈应当如何抓好贯彻落实。

答：《纲要》提出，要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承担起主体
责任，把爱国主义教育纳入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工作格局和
工作机制，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把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性活动之中，
引导人们自我宣传、自我教育、自我提
高。求真务实注重实效，更好地体现
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
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凝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答记者问

■ 新华社评论员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
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
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
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近
日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围绕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明确提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
思想、总体要求、基本内容，并对开展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作出重要部署。
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爱国
主义始终是激励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
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
义教育，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
显著成效。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
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梦想。高扬爱国主
义旗帜，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
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才能凝聚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让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力更加磅礴。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

重要。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
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
动。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新中
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辉煌成就，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新时
代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培

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
行，奏响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最强音。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
每个人的梦。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要把握时代主题，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
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巨大热情，凝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
复兴的强大力量。“对每一个中国人来
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情之所归。”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
园，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发展、时代进步
的大潮，我们才能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

齐发展，做好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从1997年至今，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累计命名473个，各地各部
门建设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2
万余个，全社会不断兴起爱国主义教育
热潮。春风化雨，成风化人。要坚持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以丰富多样的爱
国主义教育实践形式为载体，在广大青
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在亿
万人民心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激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11月12日，上海天文台安涛研究员在介绍平
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区域中心原型机。

在中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世界首台平方公里阵列射电
望远镜（SKA）区域中心原型机。

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
镜（SKA）是由全球十多个国家计划合资建造、世
界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最新计划2021
年开建，我国是发起国之一。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
世界首台平方公里阵列射电

望远镜（SKA）区域中心原型机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两例鼠疫病例在京确诊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侠克 林苗
苗）12日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
消息：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
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阳区相关
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相关防控措施已落实。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增设“处罚到人”
最高罚款年收入10倍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赵文君）新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正
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12日
介绍，条例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如增设

“处罚到人”制度、最高可处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
任人年收入10倍罚款。

孙梅君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介绍了条例的相关修订重点。

条例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监管举措，如
禁止利用会议、讲座、健康咨询等任何方式对食品
进行虚假宣传；对特殊食品检验、销售、标签说明
书、广告等管理作出规定；禁止发布没有法定资质
的检验机构所出具的检验报告；明晰了进口商对
境外出口商和生产企业审核的内容等。为进一步
提高监管工作效能，提出建设食品安全职业化检
查员队伍；对企业内部举报人给予重奖；制定并公
布食品中非法添加物质名录、补充检验方法等。

在回应百姓关心的猪肉消费市场问题时，孙
梅君介绍，猪肉食品安全有保障。今年以来，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猪肉产品2.3万批次，样品
的总体合格率99.5%。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对于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重拳打击，绝不姑息，依法查
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坚决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