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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1月26

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优

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重启机顶盒

即可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1HN0188

受委托，现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农垦南繁生产服务有限公司
41%股权。

一、基本情况：海南农垦南繁生产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
产服务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15日，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公司主营范围：农作物种子种苗、林木种苗的加工、包装、培育、繁
殖、推广和销售，农作物种子代繁代制，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及成果
转让等。截止2019年5月31日，生产服务公司资产总计评估值
为2855.6万元，负债合计2.07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2853.54万
元。具体详情见志鸿评报字[2019]第1018号。

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1230万元。
三、公告期为2019年11月22日至2019年12月19日。
四、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www.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hizw）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
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
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1月22日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确认，由我公司对以下

涉案需变现财产按现状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君士实业
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涯湖开发区10820.05平方米国有土
地使用权中的40%（4328.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S0176号】。参考价：26532480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2月11日15:00。2、拍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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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取竞买保
证金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19年12月9日17:00止（以款到账
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19
年 12月 9日 17:00止。5、报名地点：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
房。6、标的瑕疵说明：该宗土地属于不可分割土地，无法分割办证。
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光大
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缴款用途处注明：
（2019）龙法拍委字第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纳。拍
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 8A4房。联系电话：0898-
6624305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方强（身份证号：460028198302170012）：

2015 年 4 月 28 日 ，你 与 我 行 签 订 编 号 为
2015461205001100290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 向我行
申请个人房产抵押贷款25万元，以你名下海口市花园新村
CD2栋第4层402房提供抵押。

在合同期间，由于你方逾期偿还贷款本息，现我行根据
《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第13条约定，宣布上述合同项下贷
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3日，请在到期
日前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人民币
244591.88 元 ，其 中 贷 款 本 金 227602.45 元 ，贷 款 利 息
15412.95元、贷款罚息683.96元、利息复利867.90元、罚息复
利24.62元（暂计至2019年11月20日，具体还款日应付未付
利息及罚息，以我行个人贷款系统数据计算为准）。否则我行
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以维护我行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11月20日

贷款提前到期声明
张翠华（身份证号：360102197601133821）、王跃仁（身份证
号：360111196807313010）：

2014年 4月 4日，你们与我行签订编号为2014462501
001100027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向我行申请个人房
产抵押贷款人民币60万元，以张翠华名下位于三亚市三亚湾
路海坡开发区昌达四季花园C栋901房提供抵押。

在合同期间，由于你方严重违约，现我行根据《个人房产抵
押贷款合同》第13条约定，宣布上述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
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3日，请在到期日前偿还所有
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人民币524602.39元，其中，贷
款本金人民币510413.53元、贷款利息13631.54元、贷款罚息
247.21元、利息复利306.63元、罚息复利3.48元（计至2019年
10月14日具体还款日应付未付利息及罚息，以我行个人贷款
系统数据计算为准）。否则我行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以维
护我行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2019年11月20日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王清海（身份证号：340304710213081）：

2009 年 7 月 6 日 ，你 与 我 行 签 订 编 号 为
2009461300001100033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向我行
申请个人房产抵押贷款人民币20万元，以你名下海口市龙昆
北路15-1号盛海大厦1902房提供抵押。

在合同期间，由于你方逾期偿还贷款本息，现我行根据《个
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第十六条约定，宣布上述合同项下贷款
本息全部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3日，请在到期日
前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人民币157842.17
元，其中，贷款本金人民币 143381.09 元、贷款利息人民币
12049.85元、贷款罚息人民币1464.36元、利息以及罚息复利
合计人民币946.87元（暂计至2019年11月20日，具体还款日
应付未付利息及罚息，以我行个人贷款系统数据计算为准）。
否则我行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以维护我行合法权益。

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11月20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2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
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12-20162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
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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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
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
让：

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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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及时改正的。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人注册资本不低于14000万元人民币。
（五）竞买人须为全球领先的现代仓储开发运营企业。
（六）该宗地作为物流仓储项目建设，竞买申请人及申报项目须符合

金马物流中心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20日下午

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交易所（或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和领取《澄迈县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
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9年12月20日下午17时前（以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申请条件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19年12月20日下午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2月13日上午8:30。
（二）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12月23日上午9:00。
（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

（工作日）。
（四）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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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
（一）该宗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款、安

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宗地的
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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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
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该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

（二）项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1500万元/公顷（100万元/亩），税
收不低于120万元/公顷/年（8万元/亩/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200万元/
公顷/年（80万元/亩/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该宗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
心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

（三）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
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
出让金。

（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
防、交通管理等设计施工的，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

（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
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2日

地块编号

2712- 201622

位置
金马物流中心物流
纵一路与物流一横
路交汇处东北侧

面积(公顷)

12.9510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容积率≤1.5
建筑密度

≤60%
建筑高度

≤24米
绿地率

≤20%
起始价(万元)

4621

保证金(万元)

2773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商务部：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
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陈炜伟 王
雨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1日说，11月16日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围绕第
一阶段协议的各自核心关切进行建设性讨论。双
方经贸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关于协议磋商的细节，目前没有更多信息可
以透露，但外界的传言并不准确。中方愿与美方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妥善解决
彼此核心关切，力争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这符合
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

中美“脱钩”将带来严重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美国前财政部

长亨利·保尔森在21日举行的“创新经济论坛”上
说，当前中国和美国“脱钩”压力有所加大，越来越
多军事领域的“零和思维”被运用到了商业领域。
中美“脱钩”将给双方和世界带来诸多风险。

保尔森说，美中需要采取切实举措让大家看
到双方有可能朝向共同的未来，反之，持续的金融

“脱钩”将引发不稳定性。
保尔森表示，技术领域的“脱钩”将带来更加

严重的风险。美中技术和标准体系出现分化，这
将影响世界技术和标准体系，冲击跨境供应链融
合与全球创新基础，改变全球的商业和经济格局。

对于备受关注的美中经贸磋商，保尔森说，希
望在不久的未来双方能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他表示，政府和企业要携手前进，抓住全球经
济发展势头，通过变革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时
代，但也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面对众多分歧和
紧张局势，我们更需要走到一起。”

国内5G新滤波器芯片
在“世界5G大会”上发布

据新华社合肥11月21日电 11月21日，在
北京市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5G大会”上，安徽云塔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其自主研发的5G
NR n77 频带（3.3- 4.2GHz）、n78 频带（3.3-
3.8GHz）、n79频带（4.4-5.0GHz）三款滤波器芯片。

这是国内厂商首次正式发布的进入5G最具
代表性的Sub-6GHz频段的滤波器芯片。5G波
段目前主要分为两个技术方向，分别是 Sub-
6GHz 以及mmWave。其中 Sub-6GHz就是
利用6GHz以下的带宽资源来发展5G，目前国内
5G的初期建设已经确认使用这一频段。

以滤波器为代表的射频前端芯片是中国一项
典型的“卡脖子”技术，市场供给基本依赖于美国
和日本的数家巨头公司。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11月10日至17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奔赴全国各地，就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开展宣讲。

连日来，中央宣讲团在各地作报
告32场，举办各种形式的互动交流
活动近50场，直接听众近45万人，通
过电视直播、网络转播等渠道间接收
听收看的达1800多万人。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中央宣讲团成员的现场宣讲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互动答疑切中肯
綮、细致全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表示深受教育鼓舞，要深刻领会宣
讲活动的丰富内涵，坚持学用结合、
知行合一，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落地落实，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认真学习备课
掀起宣讲热潮

伟大宣示鼓舞人心，集中宣讲凝
聚力量。为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中央
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
成中央宣讲团。11月7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
团动员会在京召开，中央领导同志要
求大家全面准确宣讲全会精神，推动
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当天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就在京
进行集体备课。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学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神，根
据全会《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宣讲提纲》精心备课，起草撰写宣
讲稿，为赴各地宣讲做好充分准备。

7日下午，中央宣讲团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首场报告会。中央宣讲团
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介绍了十九届三中全会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阐明了全会的重大意义，阐释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显著优势，围绕全会《决定》提出的
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
了系统解读。报告运用生动鲜活的
案例、数据、图表进行讲解，深入透
彻、通俗易懂，帮助听众深化了对全
会精神的理解。

10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全国

各地开展宣讲。讲清楚《决定》是发
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讲清楚
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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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从城
市到农村，从机关、企业到社区、学
校，中央宣讲团成员将全会精神娓娓
道来，方向明确、重点突出，受到干部
群众热烈欢迎。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围绕

“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深刻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准确把握坚
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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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全会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等4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上海市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座无虚席。中央
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紧扣全会主题，结
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和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紧
密联系上海实际，理论与实践、历史
与现实相结合作全面深入阐述，要求
全市上下努力把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指示要求转化为奋力创造新
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的强大动力。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从全会
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持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天津的扎实实践统一，全面推进依规
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增强
制度执行力，创新基层治理等8个方
面，进行了系统宣讲和阐释。报告会
后，他还与离退休干部、社区党支部
书记等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在乌鲁木齐的宣讲报告会上，中
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
国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召开的重大意义，全面阐释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系统解读了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
重点任务，就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
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谈了认识体会。

在重庆，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深
入阐释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的
重大意义，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并就坚定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习宣传贯
彻全会精神等谈了认识体会。他要
求，重庆全市上下要将学习宣传贯彻全
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用心学
进去、用情讲出来、用力做起来，确保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重庆落实见效。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央宣讲团
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围绕“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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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意
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
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等13个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
阐述和深入解读。报告会后，他来到
通州区通运街道，与基层干部群众交
流座谈，宣讲全会精神。他表示，首都
治理要把基层基础夯实好，工作直接
抓到街道，着力探索社区治理体系。

听完宣讲团成员的宣讲，有着53
年党龄的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三
山社区党员贾帕尔·热吉甫激动地
说：“现在国家越来越富强了，我们的
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老百姓都打心底
感恩党。”

宣讲活动现场，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运管中心旅
检服务主管吴娜的笔记本上记得密
密麻麻。“《决定》为我们描绘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听了中
央宣讲团的宣讲，我对全会精神理解
得更加深刻，也深受鼓舞。”

力求讲深讲透
及时解疑释惑

全会提出了哪些重要理论观点
和重大改革举措，如何加强党对坚持
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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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领导，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要求
是什么？在各地，中央宣讲团成员围
绕这些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
行重点宣讲。

11月11日，河北石家庄。
中央宣讲团成员走进社区和公

交总公司，和党员群众面对面，展开
互动式宣讲。在唠家常一般的交谈
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如春风
化雨般浸入心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取得
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大奇迹’，大家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
吗？”15日下午，在江西省电子信息技
师学院，中央宣讲团成员用问题引
入，通过鲜活的案例、翔实的数据，深
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

在云南昆明西山区永兴路社区，
中央宣讲团成员以类似手机号的

“19411113134”，来形象生动地概括
和讲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既
方便记忆，又便于理解。

“农村基层干部如何践行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把村庄建得
更加美丽，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在
基层纪检监察实践中，如何搞好廉政
文化建设？”……在四川、安徽、福建、
辽宁、江苏、贵州等地，基层干部群众
纷纷抓住机会，向中央宣讲团成员抛
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寻求答案。

在西藏、青海、内蒙古、陕西、山
东、浙江等地，中央宣讲团成员也都
结合各地实际，围绕当地党员干部群
众关切展开宣讲，现场掌声阵阵、互
动频频，大家表示很受启发。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举行
的宣讲活动刚刚结束，意犹未尽的听
众快步涌到了会场前方，将刚刚走下
主席台的中央宣讲团成员团团围住，
又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80岁高龄的宁夏银川市“五老”
宣讲团团长马翔雪边听边记，一场报
告会下来，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
好几页。“我来听报告会前列出了自
己的疑问，这些疑问基本都在报告会
中得到了解答。”马翔雪说，“下一步
我自己的宣讲工作马上就开始了。
我要好好准备，力争把全会精神带给
更多的人”。

坚定制度自信
明确行动方向

从大礼堂到小山村，一场场充满

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宣讲，让更多党员群
众坚定了制度自信，明确了行动方向。

在湖北、广西、甘肃、湖南、吉林等
地，中央宣讲团成员结合党的十九届
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
大成就，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讲解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聆听报告以后，我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倍感自豪，
对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更加美好的幸
福生活充满信心。”福建省安溪县的
农民宣讲员张顺儒说，他将把农民
朋友最关注的乡村振兴有关内容传
递给乡亲。

“制度是安邦定国之本。”黑龙
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
院长亓利说，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央宣讲团的宣讲将帮助大家
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用制度的优
势和力量应对前进路上的各种风
险挑战。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各地干部
群众表示，中央宣讲团成员生动务实
的宣讲，激励着大家结合自身实际，
更加鼓足干劲、建功有为。

海南省商务厅自贸区（港）改革
发展处二级调研员王伟感慨道：“海
南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这是新时代赋予每个海南干部
的神圣使命。听了中央宣讲团的宣
讲，结合商务工作的实际，我将认真
学习新知识，深入理解掌握政策，有
效推进各项具体工作，争取为海南开
放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山西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的技术工人陈宾现场聆听了宣讲，
感同身受。“我自己切实感受到了这
些年技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愈发
完善，这让我们工作更有干劲了！”他
说，“我现在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还要发光发热，培养更多年轻技
能人才”。

在顺利实现脱贫的河南安阳林
州市黄华镇庙荒村，中央宣讲团成员
与基层党员、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
面对面宣讲交流“如何确保贫困人口
脱贫之后不返贫”。庙荒村驻村第一
书记陈军在交流结束后深受启发和
鼓舞：“我们村两委作为国家治理体
系的神经末梢，离老百姓最近，要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
现到老百姓的油盐酱醋中。”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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