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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为培
育和树立公务员先进典型，展示新时代
公务员队伍精神风貌，中央组织部、中
央宣传部联合开展“最美公务员”学习
宣传活动。近日，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印
发通知，部署开展“最美公务员”人选推
荐工作。

通知强调，推荐对象应当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恪尽职守、真
抓实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事迹感人、群众满
意，工作实绩突出，一贯表现优秀；带头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正廉洁、公
道正派，受到人民群众广泛赞誉。

通知明确，各地要围绕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2019
年以来开展省、市级表彰奖励情况，面
向基层、面向一线，重点推荐在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特
别是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防

汛救灾等重大工作一线扛重活、打硬
仗，敢担当、善作为，新涌现出来的公务
员先进典型。

中央组织部将从各地报送的推荐
人选中遴选确定“最美公务员”学习宣
传对象，会同中央宣传部适时举办发布
仪式，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学习和宣传

“最美公务员”先进事迹。

中央组织部部署开展“最美公务员”人选推荐工作

●柳苏妃遗失一本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201846002443，声明作
废。
●符明新遗失《专业技术人员（建
筑防水专题培训）一期》证书，证书
编号：琼建人20190022871，培训
时间：2019/8/5 至 2019/11/3；声
明作废。
●符明新遗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建设安全施工标准）六期》证
书 ，证 书 编 号 ：琼 建 人
20190017314 ，培训时间：2019/
7/17至2019/9/15；声明作废。
●符明新遗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中小城市的机遇与特色小镇
模式）八期》证书，证书编号：琼建
人 20190020824，培 训 时 间 ：
2019/7/17 至 2019/9/15；声明作
废。
●符明新遗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九
期》证 书 ，证 书 编 号 ：琼 建 人
20190017998 ，培训时间：2019/
7/17至2019/9/15；声明作废。
●符明新遗失《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装配式建筑技术）十七期》证
书 ，证 书 编 号 ：琼 建 人
20190020350 ，培训时间：2019/
7/17至2019/9/15；声明作废。

●海南琼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黄泽霄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33199602224479，特 此 声
明。
●周乃才、周汝理、周汝弼不慎将
座落于新坡镇文山村委会自来坊
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
集用（2010）第064834号遗失，现
声明作废。
●陈如洲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本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8480
号，声明作废。
●海南哲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T1UX50L ）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 朱 树 明（ 身 份 证 号 码 ：
45232319730223221X）不慎遗失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作业类别：
爆 破 员 ，作 业 证 号 为 ：
4601000100250，特此声明作废。
●亚联财信国际贸易（海南）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8047901，声明作废。
●儋州弘轩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031648013，声明作
废。
●吴海莲遗失琼准字00681635号
《准予迁入证明》，现特此声明。

声明
本人一辆白色松花江牌小型普牌
面包车在外省损坏，车辆型号：
HFJ6392BE， 车 牌 号 ： 琼
AX3922，发动机号：0303829-
H5，特此声明报废。
声明人：李小霞 2020年8月28日

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公告
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2000年之
前离岗在外自谋职业的职工（除退
休外）请于2020年 8月29日至9
月28日期间，回单位办理相关人
事关系手续。逾期未回来办理的
职工，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电
话：0898—66225875，特此通知。

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0年8月28日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7）字
第 008523 号土地证和补发

不动产权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10627号

王文光、王文彪向我局申请补办位
于海口市金地路西侧，土地面积为
350.01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经调查，王文光、王文彪
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07）字第
00852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
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上述土地
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凡对此有
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
向我局龙华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
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王文
光、王文彪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
权证》，特此通告。联系电话6851260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告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桂
林下路（琼州大道100号楼房后
面）及四至为东至狮子岑信用社住
宅、南至幼儿园、西至黄开雄住宅、
北至赵世煌住宅的一块土地面积
为250.13m2城镇住宅用地，系柯
忠、柯俊诚、柯红霞从其母亲徐秀
梅（原买受人）处合法承继取得并
持有生效司法裁判文书给予确认
柯忠、柯俊诚、柯红霞对该块土地
享有土地使用权权益。因此，未经
上述业主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均
无权通过侵占、买卖、抵押等方式
处置该块土地。否则，将自行承担
不良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柯忠、柯俊诚、柯红霞
2020年8月28日

注销公告
海南吉祥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证号460000000138054拟向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致本堂生物科技（海南省澄迈县）

有限责任公司拟向澄迈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丽禾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代

码：9146020058394298X7）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内来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符明新遗失《工程建设标准强制
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十九期》证
书 ，证 书 编 号 ：琼 建 人
20190015403，培训时间：2019/7/
17至2019/9/15；声明作废。
●林晴遗失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
书, 证 号:20204600242001716，
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思蕾文化传媒工作室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陵水南平农垦农民专业合作社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J6410037302301，现声明作
废。
●海南省葡萄酒文化交流协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MJP100858B，现声明
作废。
●程彦博将万宁中圣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太阳河温泉花园
b3-301室的购房收据遗失，收据
编号：0180393，金额：282471元，
声明作废。
●程彦博将万宁中圣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太阳河温泉花园
b3-301室的收款收据遗失，收据
编号：0180391，金额：14215 元，
声明作废。
●程彦博将万宁中圣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太阳河温泉花园
b3-301室的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
同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遗 失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白沙众发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春莲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和
第三联，发票代码：4600193130，
发票号码：03463406，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万鼎工程流体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公司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同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DR0L96）；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供销系统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会不慎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51469028MJP356634T，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桃香园茶餐厅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690291571517，声明作废。
●刘京妮遗失海南新建桥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口市南海大
道168号南海·幸福城28栋02单
元28层 2802房购房款销售不动
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号码：
00002493，金额：1272044 元，声
明作废。
●王录才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
机械司机（施工升降）初级，证号：
琼A04201800074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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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7日电 （记者梅
世雄、梅常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说，近期，
根据年度军事训练安排，中国军队位青

岛东南和旅顺以西附近海空域，南沙岛
礁及周边、西沙及其以北附近海空域，组
织例行性军事演习。上述演习不针对任
何国家。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针对美国国
务院、商务部以“参与南海军事化”“参与南
海非法活动”为由宣布对参与南沙岛礁建
设的中方企业及人员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27日表示，美方此举完全是霸道
逻辑、强权政治，中方坚决反对，将采取坚定
措施坚决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合法利益。

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说，中方在本国领土
上开展相关建设，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与
军事化无关。中方企业和个人参与本国建设

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他表示，美方因
中方企业和个人参与本国相关建设而对其
实施非法制裁，毫无道理。“美方此举粗暴
干涉了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完全是霸道逻辑、强权政治。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立即停止
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采取坚定措施，坚
决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利益。”赵
立坚说。

美国商务部日前以“帮助中国军方
在南海修建人工岛”为借口，宣布对 24
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这一霸道行径蛮
横打压中国正当权益，无理干涉中国内
部事务，再次表明美方在蓄意制造事端、
搅局南海和平的错误道路上执迷不悟、
越行越远。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决心不可动摇，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共同
维 护 南 海 和 平 稳 定 的 道 路 上 相 向 而
行。美方打压中国发展的企图注定枉
费心机，破坏地区合作的阴险伎俩终将
沦为笑柄。

美方对参与南海岛礁建设的中国
企业进行制裁，于理不通、于法不容。
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南海
岛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依法行使国
家主权，是受到国际法承认的正当权
利。美方的错误行径本质上是赤裸裸
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背后的居心就
是要把南海变成国际政治角斗场，企图
维护美国霸权。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南海问题上屡
屡寻衅滋事，早已劣迹斑斑：第一，违背多
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公然介入南海领
土主权争议；第二，不断加大和炫耀在南
海的军事存在，仅今年上半年美国军机在
南海的活动就多达2000多次；第三，大肆
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干扰“南海行
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千方百计挑动是
非，肆无忌惮炮制谎言，不择手段煽动对
立，正是美方在南海问题上种种丑陋表演
的真实写照！

路遥识马力，公道在人心。美方颠倒
黑白、挑拨离间的种种伎俩，国际社会如
今看得清清楚楚。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为
一己之私而妄图“劫持”南海和平稳定，背

后的霸权心态和强权逻辑，越来越瞒不过
世人的眼睛。

《南华早报》日前指出，“是美国正在
南海搅局”，美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缔约国，没有资格却自认为可以妄评他国
之间的争议，这难道不奇怪吗？国际海洋
政策分析人士马克·瓦伦西亚公开撰文表
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声明“充满
虚伪”。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日前明确表
示，菲将不再参加其他国家在南海举行的
军事演习，菲坚持以和平与法治方式解决
有关争议，期待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这
充分反映地区国家求和平、促发展的共同
心声，充分说明美国企图在南海制造紧张
的行径不得人心。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
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
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作为域
内国家，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真诚致力于推动地区合作，不断深化
安全互信。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
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中国和东盟
各国不仅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且
正在加紧商谈更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
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
相关磋商取得积极进展。人们相信，中国
和东盟国家齐心构筑地区规则的信念会
更加坚定，合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进程
是大势所趋。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和平发展是
时代的意志，历史的铁律早已证明，逆
时而动注定失败。美方的强权逻辑必
将被时代抛弃，霸道做法终将受历史嘲
笑。近来，美方在国际场合频频“翻
车”，从国务卿蓬佩奥访欧连连被怼，到
强推制裁伊朗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孤立，
一声又一声警钟，为撒谎成性、制裁成
瘾的美方而鸣！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外交部评美涉南海制裁：

霸道逻辑 强权政治

中国军队组织例行性军事演习
不针对任何国家

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
注定枉费心机

新华时评

连日来，各地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培养节约习
惯，推动“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成为社
会新风尚。

开学季将至，节约风吹进高校，成
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题、师生们的开
学第一课。设置“光盘行动”小贴纸、
饭菜推出大小份、安排人员在打饭处
和收餐台适时提醒……走进天津师范
大学食堂，尽管学生们尚未全部返校，
工作人员却早已忙碌起来。

“节约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学校教
育。”天津师范大学膳食服务中心负责
人郭强说，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在学校范围营造“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并将其作为思
政教育的一部分，让青年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树立节俭观念。

树立崇尚节俭、反对铺张的价值
导向，中华美德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续
写新篇章。

每到中午时分，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砚瓦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便格
外热闹，社区党委书记唐芳芳一边为老
人打包饭菜，一边提醒大家节俭用餐。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遏制
‘舌尖上的浪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唐芳芳说，社区将专项工作融入精神
文明建设特别是社区文明创建当中，
通过入户走访等方式，对辖区餐饮企
业、居民展开地毯式宣传，推动节约观
念在社区蔚然成风。

倡导节俭新风，农村是重要阵地。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在江西省南昌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管理处港
口村，刚一走进村民活动中心，一楼大
厅里的宣传标语便醒目地映入眼帘。

这里是当地村民举办红白喜事的
主要场所，村干部刘烈生表示，在此倡
导制止餐饮浪费，效果事半功倍。“作为
村干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固然是我
们在乡村振兴中追求的目标，但不管生

活水平如何改善，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
不能变。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让勤俭节约的老传统彰显
新的时代内涵。”刘烈生说。

成风化俗，让节俭之风浸润基层
人心。

“我同意！”“我也同意！”……8月
21日，陕西石泉县池河镇力建村会议
室内，村民代表一致赞同将“厉行勤俭
节约，杜绝餐饮浪费”写进村民公约。
在开展主题宣传的同时，石泉县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移风易俗中推动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深入人心。
池河镇西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站长陆龙俊说，依据村规民约，我们
对村民中浪费粮食的现象进行评议，约
束粮食浪费行为，督促大家不断将节约
观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将节俭风尚融入日常生活，广大志
愿者是践行者，更是宣传者和监督者。

为了引导大家培养节约习惯，河南
省郑州市樱桃沟景区内的100多名志

愿者纷纷发放健康用餐倡议书、张贴宣
传海报，忙得不亦乐乎。

“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的重要指示恰逢其时。”樱桃沟管委
会志愿者王真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内在要求，通过志愿
宣传，我们号召人人都从自身做起，倡
导简约适度，拒绝奢华浪费，才能逐渐
在全社会形成文明新风尚。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一场持久
战，如何使崇俭抑奢成为全社会的文明
追求？

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萍表示，北
京市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建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长效
机制，将“适量点餐”“践行‘光盘行
动’”纳入《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同时商务、文旅、市场监管等职能
部门及时发现餐饮机构浪费现象，提
出整改措施，使节约落实在行动上，文
明驻留在心灵中。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让“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成为社会新风尚
——各地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

警旗高扬，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凝聚警心鼓舞士气

这是中国人民警察史上一个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也是人民警察队伍
必将永远铭记的历史性时刻——2020
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
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极大鼓
舞和鞭策人民警察队伍。大家表示，要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
关怀转化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有幸参加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致训词，我感到光荣
和自豪。”公安部督察审计局局长陈绪
富说，“我们将以训词精神为指引，坚持
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警方针，始
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
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锚定‘四个
铁一般’标准，着力锻造一支让党和人
民满意的高素质过硬队伍。”

警旗凝聚力量，激励忠诚担当。一
名来自国家安全机关的民警代表参加
了授旗仪式。“训词既充分肯定长期以
来人民警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作出的贡献，又对这支队伍担负的使

命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他坚定地说，
“我们要以警旗为引领，永远保持对党
忠诚的政治本色，肩负起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职责。”

参加授旗仪式的人民警察进行了
集体宣誓。走出人民大会堂，嘹亮的
誓言仍在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
戒毒所政治处主任李彦的耳畔回响。

“庄严仪式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与重托，铮铮誓言是我们对党和人民
的承诺与责任。”李彦表示，作为司法
行政系统的人民警察，将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神，用忠诚与
担当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用奉献与拼
搏彰显法治的公平正义。

字字千钧，重托如山。习近平总书
记为人民警察队伍忠实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鼓舞着全体
人民警察继续奋勇前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训词后，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四级警长张强表
示，作为检察机关的一名司法警察，要
立足本职工作，突出保障职能，练就过
硬本领，培养敢打必胜的作风，把训词

精神落在实际行动上。
“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重要组成

部分、人民法院执法司法的重要形象窗
口。”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司法警察管
理局警训处处长徐智超说，“我们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神，继续深化执
法规范化建设，紧紧抓住工作薄弱环
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问题，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
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从社区乡村，到国门口岸，再到北
疆戈壁，习近平总书记的训词在一个个
基层所队中引发共鸣。

27日上午，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
如城中心派出所民警正在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训词。副所长李百战从
警24年来一直扎根基层，他说：“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
作。社区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们
要在警旗下汲取奋进力量，切实当好辖
区百姓的‘平安前哨’。”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级警
长施阳春说：“习近平总书记训词中反

复提到‘人民’，我们会牢记训词，牢记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在未来的
工作中，全力维护口岸通关顺畅和秩
序安全，毫不放松地做好外防疫情输
入工作，同时不断提高移民管理服务能
力水平，以实际行动擦亮‘国门名片’。”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公
安局潮格温都尔镇派出所辖区地广人
稀。教导员宝音德力格尔所管辖的责
任区就有1672平方公里，917户居民
散居在这片广袤的戈壁上。参加公安
工作以来，宝音德力格尔每年平均行程
6万多公里。

“我是牧民的儿子，也是一名光荣
的人民警察。我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训词精神，永远把人民放在心
中，扎根基层，无悔奉献，更好地服务
牧民群众。”宝音德力格尔深情地说。

警旗招展，引领新的征程。广大
人民警察表示，要沿着党指引的方向
继续前行，切实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
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续写人民警察
队伍新的荣光，为警旗增添新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