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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升发展质量”“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干部
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西藏
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今后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要认真贯彻落实重要讲
话精神，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团
结奋进共创美好明天。

走进西藏昌都市实验小学，教学
楼一侧的校史陈列馆前，三五成群的
孩子不时进出往来、参观展览。约300
平方米的陈列馆里，一面锦旗被摆在
了格外醒目的位置，孩子们驻足观看，
情不自禁地读出锦旗上的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昌都市实验小学始建于1951年，

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创办的第一所现
代学校。校长李东锐说，今年是昌都
解放70周年，明年又将迎来建校70周
年，学校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通过红色展览、班队会、故
事会等一系列活动，把爱国主义精神
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
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西藏稳

定和民族团结，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和更具体的任务。”西藏阿
里地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加央次仁
表示，阿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面临
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形势，要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维护祖国统
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
点，推动阿里地区长治久安。

做好西藏各项工作，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员干部。

初秋的北方，暑气未消，但在平均
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那曲市双湖县，
却已是寒风凛冽。在这个空气含氧量
仅有内地的40%、被称为“人类生理极
限试验场”的地方，干部职工坚守于
此，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双湖县委书记杨文升说，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十分关心西藏干部职
工，我们要不负嘱托，在工作中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
高，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

“老西藏精神”彰显出新的时代内涵。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离不开涉藏
工作重点省的携手并进、协调配合。

云南是涉藏工作重点省之一，位
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是云南
通往西藏的北大门。德钦县县长格
桑朗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
要进一步加强与西藏接壤州县的共
建联建，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
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巩固脱贫成果，让群众过上美好
生活，关乎涉藏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为牲畜暖棚选点、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计划……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
县上若撒村，“90后”驻村第一书记扎
西郎珠每天骑着摩托车穿行在村里，
忙得不亦乐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巩固
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
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这正是村子下一步
的努力方向。”扎西郎珠说，上若撒村
有热情的锅庄舞，有牦牛肉、奶渣等
美食，附近还有美丽的泥拉坝湿地，

我们要发挥好特色优势，打造旅游新
村，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守护好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建
设更加美丽的青藏高原。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
族自治县地处三江源保护区腹地，行
走在当地，雪山在远处伫立绵延，河水
在脚下潺潺流淌，广袤的河曲草原犹
如一张绿绒毯，铺展在黄河两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青藏
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最大贡献。这个县草原综合专业
队副队长卡着才让对此感触颇深：

“地处高原腹地的三江源是我国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作为守护江源的一
线工作人员，保护好脚下的一草一木，
意义不仅在于加快生态恢复的步伐，
更能够唤起牧民的家园意识，更好
凝聚起百姓团结奋进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
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8月28日至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
书记全面总结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深入分
析当前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深刻阐
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做好西藏工
作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西藏工作的目标任务、方针政
策、战略举措，同时对四川、云南、甘
肃、青海四省涉藏工作作出了重要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统揽全
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闪耀着马克

思主义真理光芒，是指导新时代西藏
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
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
进步、历史性成就。今天，西藏人民生
活水平全面提高，贫困县全部脱贫摘
帽，基础设施加快完善，生态安全屏障
进一步筑牢，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
繁荣景象。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
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
的，西藏实现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是
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贡献。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召开6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每次都根据现实情况作出重
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
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变
化，我们党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
认识，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
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做
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
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
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
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
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
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
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
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
别是政治建设。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
长期坚持、全面落实。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
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做好西藏工作，必须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升发展质量，保障和改善民
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党的组织

和政权建设，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
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
生态环境良好，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
安全，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今天的雪域高原，迎来了前所未
有、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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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推动新时代西藏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
能在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书写新的
璀璨篇章，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
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
秩序有机统一。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
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
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
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社会治理水

平不断提高，我国成为世所公认的最有
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但事实证明，发展
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
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
治理还有弱项。特别是，互联网深刻改
变人们的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
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
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
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
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
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
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民生
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是要更好实现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社会治理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
业，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社会治
理变成亿万人民参与的生动实践，真
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
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要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
有效机制，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
什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使每个
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使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治

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
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
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
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
治久安。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我国科学家解析
水稻小穗“变性”机制
为水稻增产提供新路径

新华社重庆8月30日电（记者柯高阳）我国
科学家近日对水稻小穗的确定性调控分子机制进
行解析，为水稻小穗“变性”提高每穗粒数、从而实
现水稻增产提供了可能。该研究由西南大学水稻
研究所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联合
完成，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植物学国际
期刊《植物生理学》上。

“水稻产量的构成有‘三要素’——亩穗数、每
穗粒数、千粒重，其中每穗粒数的多少与水稻小穗
内小花的数目直接相关。”论文通讯作者、西南大
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何光华教授介绍，小穗是
禾本科植物特有的花序结构，在不同物种中分为
不确定性小穗和确定性小穗两类。小麦属于前
者，小穗最终产生的小花和籽粒数目是变化的，且
一般都大于2个；水稻、玉米则属于后者，小穗内
只包含1个可育小花。

已有研究表明，水稻中的SNB、OsIDS1和
MFS1等三个基因参与了小穗分生组织确定性的调
控，这些基因发生突变后，将出现一定比例的小穗内
多小花情况。何光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则发现，
一种MYB的转录因子具有明显的转录抑制活性，
其通过EAR基序与另一个已知的转录共抑制子
TPRs结合后，能够影响SNB和OsIDS1基因的表
达，从而在小穗分生组织确定性调控中发挥作用。

“将水稻的确定性小穗改造成不确定性小穗，
可以实现小穗内小花和籽粒数目的倍增，从而为
提高水稻每穗粒数实现增产提供了可能。”西南大
学水稻研究所李云峰副教授说，该研究明确了水
稻小穗确定性调控分子机制，为提高水稻产量提
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这是8月30日无人机拍摄的平潭海峡公铁
两用大桥。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至平潭铁路控制性
工程，也是“十三五”规划中北京至台湾高铁的先
期工程。按计划，大桥静载试验于8月27日完
成，9月初将完成静态验收。大桥精调施工将在9
月15日前完成，计划9月中旬进行联调联试。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即将完成静态验收

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公告
长城国丰（芜湖）城镇化并购重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长城国丰基金”）拟转让其持有的芜湖长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芜湖长越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80,000万
元。其中，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
称“我司”）持有该份额的99.9%，即79,920万元；长城（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股权基金”）持有该份
额的0.1%，即80万元。

我司及长城股权基金通过认购长城国丰基金份额，与长城股
权基金、江苏宁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宁华”）共同设立
芜湖长越基金。芜湖长越基金将长城国丰基金实缴的优先级份额
委托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华西银行”）向债
务人企业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坤渝安”）发放
委托贷款。

截至2020年9月30日，长城国丰基金持有的优先级有限合伙
份额剩余80,000万元（我司占比99.9%），其对应的委托贷款债权
总额合计人民币85,764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80,000万
元，应收利息人民币2,620万元，应收罚息人民币3,144万元。
2020年9月3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可能产生的按合同约定计算
的罚息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拟转让有
限合伙财产份额对应的委托贷款债权范围内。

上述拟转让的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及对应的委托贷款的债权金
额由我司根据相关业务合作协议、委托贷款协议约定计算所得，仅
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拟转让有限合伙份额对应的债权最终回收
金额的承诺。上述债权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在建工程等提供抵
押；有债务人的股权提供质押，有第三方及其实控人提供连带担
保。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且受让方应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基金业
务合格投资者并符合《合伙企业法》有关合伙人的资格规定。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有效期自2020年8月31日至2020年9月25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上述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及对应的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有限合伙份额及对应的债权资产相关
转让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8月31日

迁坟通告
江东新区安置用地项目（地块 4、5）项目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21294.41

平方米（约合31.94亩）。项目涉及灵山镇美庄村委会

儒林、用创、权拥东、权拥西村民小组。该项目近期内

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

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黄先生:13976593337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8月31日

迁坟通告
江东新区规划13号路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125734.56平方米（约
合188.60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新管村委会大炳、后洋、
家园、潭堀一、潭堀二、溪尾村民小组，灵山镇东头村委会
东头一、福田、林宅、内村村民小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
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
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张先生:18889969419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8月31日

●陈泽源于2020年8月29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60004200206060410，特 此 声
明。●澄迈金江新百惠超市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代码
92469027MA5RHRHY3B，现特
此声明作废。●儋州市那大镇春天幼儿园不慎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
本 ， 证 号 ：
52469003MJP274540X，现特此
声明。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908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9月8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

mai.caa123.org.cn）采用网络竞价

的 方 式 进 行 公 开 拍 卖 ：1、琼

C73658 汇众牌中型普通客车一

辆 ，参 考 价 ：6000 元 ；2、琼

AB0251尼桑牌轻型普通货车一

辆，参考价：3049 元。竞买保证

金：6000元/每辆。上述车辆以现

状净价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年9月7日17时前到我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

口市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6层 电

话：0898-66736721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
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典 当

解决历史问题办房产证13398906680

法务咨询

高价回收空调、旧货13976906892

回收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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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各界痛批民进党当局
扩大开放美国农畜产品进口

新华社台北8月30日电 民进党当局日前突然
宣布扩大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和30月龄以上美
国牛肉进口，连日来，台湾各界痛批民进党当局罔
顾民众健康福祉，昨非今是；为了政治利益，对外卑
躬屈膝。中南部一些农业县市的养猪团体对媒体表
示“震惊和愤怒”，强调开放美猪美牛罔顾民众健
康和猪农利益，反对如此粗糙和没有沟通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