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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航豪庭二期C19地块消防工
程项目资料章的印章因被盗遗失
无法使用，特此声明从2019年 1
月1日起作废。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 杜 修 悌 （ 身 份 证 号 ：
130302196710053517）遗失人民
警察证，警号：640013，发证时间：
2016年10月11日，声明作废。
▲洋浦新都长降通信器材店（编
码：HNDZZ082）遗失中国移动开
具 的 资 金 往 来 收 据 ，号 码
4494513，代办押金10000元，号
码0107647，购机押金5000元，号
码0108266，购机押金7000元，声
明作废。
▲张祥妮（于2019年12月29日）
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460102198507252726, 特 此
声明。
▲本人苏晗，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收据1份。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3号岛373栋2105号
房，开据时间：2019年10月20日，
金额：1006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周泽程、林希不慎遗失儋州
信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
国海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90栋
603 号 房 ， 收 据 编 号
HHD5035760，金额 424465 ，特
此声明作废。
▲江召天遗失在海口中升裕丰汽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声明

陈才桃于2013年4月16日在《海

南日报》刊登土地使用证，证号：儋

集用（2011）第 06784 号，原证已

找到，恢复使用，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三亚永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91460200394293896Q）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兴平 15319685256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0）三亚民破字第1号

因三亚市电视机厂破产清算一案

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三亚市电视

机厂管理人申请终结本案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三

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2月27

日裁定终结三亚市电视机厂破产

程序。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广告

公告
我司从未刻制或启用字样为“深圳

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

航豪庭二期C19地块项目部”的印

章，该印章为相关人员伪造的虚假

印章，未经我司许可备案，我司及

项目部既未使用也从未予以追认，

该印章从始至终对我司及项目部

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司对使用该印

章签署的一切文件均不予认可，特

此公告声明。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声明
我公司名下位于那大镇红旗市场

南侧，原证号儋国用（那大）字第

138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

土地使用权已转让给吉林省柳河

县建筑工程公司【证号：儋国用（那

大）字第5960号】，现声明该证书

【儋国用（那大）字第1381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作废。

声明人：海南长宜房地产开发公司

二O二O年一月四日

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经向海南银保监局备案，永诚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公司的

营业场所变更至海南省万宁市万

城镇环市一东路19号商铺，特此

公告。

▲临高县农业机械站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281000977，声明作废。
▲李忠国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1001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0000389、金额:5000
元）,现声明作废。
▲赵振平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9栋2105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10107、金额:5149 元)，现声明
作废。
▲海南省三亚市亚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三亚市亚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云龙法
庭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票号为 0518791223，声明作
废。
▲王耀华不慎遗失海口外滩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收据一张，编号：
HN0058433，金额 424386 元，声
明作废。
▲海口美兰品轩装饰材料工程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证号：
92460108MA5RJ1CK7F，特此声
明。
▲黄景佐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住宅187栋 102号房购房收据一
张 ，编 号 ：HN3013260，金 额 ：
141643元，现声明作废。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的收款
收据1张，收据编号：9042744（金
额：62609元），声明作废。
▲本人陈静泽不慎遗失儋州中润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叁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3号岛384栋2017
号 房 ，收 据 编 号 湖 南 公 司
2096823，金额 71022.00，收据编
号 HHD2154200 金 额
71022.00， 收 据 编 号
HHD5014841 金额71022.00，特
此声明作废。
▲本人周静萍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3号岛395栋514号
房，收据编号 HHD4030377，金
额 79393元，特此声明作废。
▲黄承松遗失座落于长泰村委会
坡仑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 号: 海 口 市 集 用（2010）第
038943号，声明作废。
▲王首须遗失毕业证书，证号：
HN2014211930044，声明作废。
▲澄迈海德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声明作废。
▲方耿遗失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一张，收据
号码：0009344，声明作废。
▲赖昌源遗失座落于八所镇二环
路东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东方国用（2004）第015号，声明作
废。
▲王丽不慎遗失房屋租赁证，证件
号：琼房租证（2018）第05257号，
现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我公司依法承建的“澄迈县
2013年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施工
第四标段”工程现已完工，请本工
程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一
个月内向该工程项目部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视为放弃债权，一切
经济和法律责任均与我公司和项
目部无关。
联系人：杨正华、李根，电话：
18903958226、15607604999
特此声明！

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一月四日

▲李淑云遗失三亚和泓假日阳光7
号 楼 2103 购 房 收 据 ，收 据 号
05020096，金额：1329662 元，现
声明作废。
▲李淑云遗失三亚和泓假日阳光
10号楼1205室购房收据，收据号
01578851，金额 727876 元，现声
明作废。
▲赵岩遗失三亚和泓假日阳光
1589车位收据，收据号0322296，
金额55000元，现声明作废。
▲黄光荣遗失海南省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证号为:大茂镇乡字第
(2018)0097号，特此声明。
▲李香汝不慎遗失海南省第三卫
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HN2017211930446，特 此 声
明。
▲海南家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
部委员会不慎遗失支部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口黄氏润佳菜农业生产资料
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24147340L,现声明作
废
▲梅立群遗失位于环球100宝龙
城的商品房认购书编号：0000171
和收据编号 0004586，金额：20
万，声明作废.
▲琼海市阳江镇农业服务中心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387102，编号：6410-
00025949，现声明作废。
▲徐煜遗失中南西海岸 A17-
1605 号房购房收据 2 份，编号:
0043604，金额 5000 元 ,25000
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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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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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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袁巍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85栋709号
房，收据编号 HHD2169862，金
额 115400元，特此声明作废。
▲严标平、陈玉莲、严标和、严标
幸、韩微、严凌程遗失坐落于海秀
镇业里村民委员会业里经济合作
社的农村宅基地证，证号：海口市
集用（2011）第031014号，声明作
废。
▲郭岊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陵水
县英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
银滩A09区一期洋房SA5栋1053
号陵房权证，证号:陵水字第
20133326号，声明作废。
▲冯玉贵、郭亚改、冯玉保（土地使
用权人冯亚生已故）遗失坐落于陵
水县新村镇新光一巷30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陵国用
（新）字第1359号，特此声明。
▲海南省离休退休军官休养所不
慎遗失原海南省离休退休军官休
养 所 工 会 证 书 ，代 码 ：
81460000735836757N，现声明作
废。
▲中艾德川生物科技（海南）有限
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
现声明作废。
▲朱晓彩不慎遗失海南乐东西海
岸实业有限公司开具龙沐湾碧海
明花园2号楼B单元506-3房，交
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单1张，票
据号：0005716，金额1506元，声
明作废。
▲海南英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2019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宣传思想战线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奋力
书写崭新的时代华章。

积厚成势，继往开来。党和国家事
业在新的起点上向前推进，宣传思想战
线坚持守正创新，弘扬爱国之情，激荡奋
进力量，为决胜全面小康加油鼓劲，为推
动改革发展凝心聚力。

梦想的召唤鼓舞人心，奋进的步伐
坚实有力！

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
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
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进一步激发全党
全社会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高扬思想之旗 夯实精神之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走多远，关键

在思想能走多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创立、丰富和发展，标注了时代高度、
彰显着实践深度，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民树立起思想之旗，为实现强党强
国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指引。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任务，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
想战线高高飘扬。

2019年6月29日，党中央印发《中
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一宣传领
域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
要思想上升为制度固定下来，成为做好
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遵循。

深化学习教育，推动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全党——

伟大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
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县处级以上干部案头都摆有一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出版半年，发行量突破7300
万册，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理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
导读物；《新中国发展面对面》回望70年
辉煌历程，还制作了12集配套动漫微视
频，让理论学习“动起来”，广受欢迎……

与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建设深入推
进，成为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
排头兵；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增至
37所，成为理论人才培养高地……

宣传思想战线用一系列扎实有效的
举措，为全党“大学习”提供有力支持，营
造浓厚氛围。

河北沧州市委干部理论自习室里，
党员干部利用空闲时间认真学习笔记；
相距约70公里的献县河城街镇小屯村，
大喇叭8点准时响起，摘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新闻……

2019年6月以来，全党上下轰轰烈
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理论学习有收获是一项重要目标。坐下
来、静下心，读原著、悟原理。浸润着真理

的味道，初心愈发闪亮，使命愈加明晰。
加强宣传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传

得更开更广更深入——
“过去全家老小一张铺，现在老人孩

子各有屋；过去出门办事靠马车，现在家
家户户小轿车……”11月28日，山西晋
城沁水县下沃泉村，63岁的“百姓宣讲
员”陈玉峰操着乡音，用自己编的顺口
溜，讲着《新时代新生活咱农村的新变
化》。“用的是我们的话，说的是咱老百姓
的事。这样的宣讲我们愿意听，也听得
懂。”村民张五才说。

用接地气的形式宣讲党的最新政策，
用生动的群众语言把党的理论播撒到百
姓心间。各级各地宣讲团，进农村、进企
业、进校园、进社区，让党的创新理论家喻
户晓，把党的“好声音”唱响基层每个角落。

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统一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来，把力量凝聚到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一年来，新闻舆论工作频频发
力。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重
温嘱托看变化”等专题全方位展现习近
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风采和人民情怀；“新
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专栏推出一大批有
思想、有深度、接地气的报道，品牌效应
持续显现。《人民日报》《求是》等党报党
刊改版升级焕然一新，主流思想舆论阵
地更加巩固壮大。

理论普及活起来实起来，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019年，“学习强国”平台火了。读
文章、看视频、答题目……注册用户数超
1.43亿，迅速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指
尖上的加油站”。

“从这个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党的最新
指示和要求，也可以看到其他地方的先进
经验，感觉自己知识面广了，带领群众做
事的能力也强了。”年近60岁的山东临
沂郯城县魏园村支部书记魏兴岭说。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是理论普及工作“实”
起来的重要标志。

江苏张家港杨舍镇百家桥村，家家
户户都挂着小信箱。村民们每月都会收
到来自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投递的

“家书”，重点活动、最新政策一目了然。
目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由

50家扩至500家，成为基层群众的“心灵
家园”。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加强资源
整合，覆盖率超过81%，完成基层“最后
一公里”的政治触达。

要在守正、贵在创新、重在实践，宣
传思想工作春风化雨，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激荡爱国情怀 凝聚磅礴力量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2019

年，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唱遍大江南北。
伴随着动人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全面展开，激
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人
们深刻感受到一个国家奋勇前行的铿锵
足音，一个民族自信焕发的夺目光彩。

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一主题主线，宣传思想工作高擎爱国
主义伟大旗帜，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斗
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盛世盛典，振奋人心。
铁甲雄师滚滚向前、排山倒海，受阅

官兵步履铿锵、军威雄壮，游行群众群情
振奋、喜悦自豪……10月1日，20余万
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
共和国70华诞，全球瞩目，喝彩不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70小时不
间断直播，总观看量超过17亿次；首次
将4K超高清信号直通院线，“直播大片”
在全国70家影院同步播出，全部爆满。
亿万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达到高潮，从
心底迸发的共鸣激昂澎湃。

国之大典，定格了2019年最美的画
面，绽放出砥砺奋进的璀璨光辉，激荡着
团结拼搏的爱国情怀。

回望历史，坚定自信。
金秋时节，北京展览馆。数百位身

着盛装的少数民族参观者走进这里，参
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将人们带
进时光隧道，重温历史足迹。“中华民族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不少参观团
成员在合影时，大声喊出了他们的心声。

自9月23日开展以来，现场观展人
次突破300万，网上展馆点击量超1亿
次。有观众留下感言：“70年来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华儿女深感骄傲自
豪，要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代代相传。”

讴歌时代，激荡共鸣。
上海弄堂，一个小别离的故事，带观

众重温1984年中国女排夺冠那激动人
心的历史时刻……这是电影《我和我的
祖国》中的一幕。每一个小“我”都和“我
的祖国”在历史瞬间紧紧相依，唤醒了全
球华人深埋心底的记忆。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
登者》三部国产大片拉动下，国庆期间逾
50亿元票房和88.6分的电影满意度，创
造“史上最强国庆档”；大型音乐舞蹈史
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获赞“为人民树
碑、为新中国立传、为新时代放歌”；文献
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生动呈现70
年光辉历程……

一年来，文艺战线以精品力作献礼
新中国，涌现出大批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记录时
代进程、反映人民心声。

再走征程，书写巨变。
3月底的西柏坡，春意融融。来自

全国近百家媒体的新闻记者汇聚于此，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

活动正式启动。
70年前的早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一路北上，进京“赶考”。70年后，新闻
记者在出发地探寻“红色初心”，拉开蹲
点调研采访大幕。他们奔赴革命老区、
边境沿线、创新热土，挖掘展示共和国的
发展与变迁。

仲夏时节，赣南红都，新闻媒体再次
集结。“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追
随红军长征步伐，跨越1.6万余公里，推出
万余篇一线报道，总阅读量近20亿次。

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新闻
战线用踏实作风、清新文风讲述70年奋
斗征程，用融合传播、全媒表达奏响70
年壮丽凯歌！

人民日报、新华社连续播发刊登“宣
言”署名文章《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
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反响强
烈；“700字说70年”“70秒说70年”等
栏目，小切口见证大发展；H5产品《56
个民族服装任你选！快秀出你的爱国
Style》“刷屏”朋友圈……同情共振引发
互动，爱国主义精神如浪潮般激荡在神
州大地。

培育新人，筑牢信念。
聚焦聚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2019年下半年，《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先后印发，宣传思想战线以
此为抓手，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
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湘江无言，精神永存。红军长征湘
江战役纪念设施开放后，短短3个月时
间，参观人数突破170万，展现出的是信
仰的力量。

60载深藏功名的张富清、为群众脱
贫献出生命的黄文秀……“最美奋斗者”
的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在重大典型、
道德模范宣传示范引领下，身边的好人
好事不断涌现，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
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服从服务大局 团结稳定鼓劲
2019年，风云变幻。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期。宣
传思想战线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
事，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信心、聚
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一年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经济宣
传浓墨重彩、亮点频现，描绘出中国经济
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担负起推动改革发展的职责使命。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新旧矛盾
交织、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复杂形势下如
何解疑释惑做好经济宣传？如何提振信
心、鼓舞士气，号召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破
难前行？

宣传思想战线深入宣传解读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扎实做好“六稳”工作，以有力的事
实、详实的数据、生动的案例，全面展现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改革开
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
深化……通过加强经济形势宣传引导，揭
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
势，“逆风飞扬”的中国经济彰显蓬勃强健
的实力后劲；画好生态画、筑梦高精尖、培
育新经济、壮大新动能……“推动高质量
发展调研行”深挖创新实践和典型经验，
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再添新动力；巩固扩大
蓝天保卫战成果、“夜经济”火遍中国潜
力无限……关注民生热点，让世界感受
新时代的中国温度和中国信心。

一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宣传思想战线敢于亮剑、善于发声，旗帜
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谢幕，国际形势
错综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
径严重冲击国际秩序。

处于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宣传思
想工作举旗亮剑，发挥“定音鼓”“风向
标”“压舱石”作用，在乱局中坚定方向，
在挑战中克难前行——

面对个别国家逆潮流而动挑起贸易
战，新闻媒体主动发声、客观发声，讲述
真相，正本清源。“‘加征关税有利论’可
以休矣”“‘美国重建中国论’可以休矣”

“‘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论’可以休矣”……
一系列“钟声”文章、“今日之中国”述评，
用事实来说话，以理性警世人。

面对香港“修例风波”，揭露西方一些
政客的惯用伎俩，打着“人权”“民主”旗
号，干预香港事务，其实质就是要搞乱香
港、牵制中国。公正准确的新闻报道，公
道客观的舆论声音，有理有据、击中要害。

面对利用涉疆、涉藏问题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多次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新
闻发布会，实事求是地介绍西藏民主改
革60年来和新疆和平解放70年来取得
的辉煌成就。组织撰写并发布的《新疆
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新
疆的若干历史问题》《新疆的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工作》三部白皮书和《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
疆暴恐》等纪录片以铁的事实坚决回击
西方的抹黑污蔑。

不管乱云飞渡，信心坚如磐石！
清者自清，邪不压正。在关键时刻

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
一年来，聚焦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

主阵地、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把网上舆论
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维护好亿万民众
共同的精神家园。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铺开，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成功举
办，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开展“净网”“剑网”等专项治理行动……

网络空间愈发清朗，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网络文化加速培育，互联网在法

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构筑起网

上网下“同心圆”，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
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展示中国魅力 赢得世界瞩目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

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
量。”5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深刻阐明文明
对世界的推动作用。

这场由习近平主席亲自倡导举办，
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
宾参加的大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文明多
样性的尊重，规模盛大的亚洲文化嘉年
华和丰富多彩的亚洲文明周活动蕴含着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回望2019年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无

论是开创性地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还是各国人民共赏绿色生活之美的世界
园艺博览会，无论是标志着“一带一路”
建设从“大写意”迈向“工笔画”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是迎五洲
客、计天下利的进博会……一系列主场
外交活动璀璨夺目，成为新时代中国的
闪亮名片。宣传思想战线利用主场外交
开展对外宣传，多角度、多语种宣传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景式、立
体化展现活动盛况和丰硕成果。外媒由
衷赞叹：“条条大路通北京！”

主场外交让全球感受中国魅力，思
想传播让世界感悟中国智慧。

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之江新
语》德文、英文版举行了首发仪式。5年
多前，正是在这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多文种版首发，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持续热销。

“《之江新语》和《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基于同样深刻的世界观，具有历史深
度和全球视野，为读者了解中国复兴进
程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英国社会科
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说。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讲好中
国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也是提
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一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剧、网
络文学、图书等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展
现新时代的中国风采。国产电影《哪吒
之魔童降世》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上
映，外媒评价其“逐渐打破欧美日本对动
画电影的垄断”；加拿大、泰国、德国等多
个国家的主流书店开设了中国主题书
架，满足当地读者通过阅读了解中国的
需求……

随着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娓娓道
来，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也为人类共创美好未来提供了智
慧之钥。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
2020年大幕已经开启，“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动员令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千年夙愿即将实现。

历史在前行，时代在召唤，人民在期
待。

坚持守正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宣传
思想工作正奋力开创崭新局面，奏响昂
扬奋进的时代强音！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史竞
男 王子铭 高蕾）

礼赞新中国 奏响最强音
——2019年宣传思想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