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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债权催收公告
2013年9月23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与我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剩余
债权依法转让给我公司，该项目剩余债权总额截止2013年3月20日
为9409368.33元（以法院最终裁决的数额为准），涉及三个共同债务
人：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海南迪希商业城
有限公司。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债务人和担保人未履行还款和担保义
务，请上述债务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我公司
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及相关利息（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0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海国际仲裁院(2020) 北海仲

字第8-50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任继先
与被执行人海南船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申请执行人任继先申请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开发区兴洋大道

181号开维生态城璟楠一期3#2单元5层501房【不动产权证号:
(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9727号】的房屋所有权过户至其名
下。现本院拟将上述财产裁定过户至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财
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9月4日

(2020)琼01执684号
昌江中南·林海间系我司昌江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项目坐落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棋子湾旅游度

假区5号路西侧，项目备案名称为：昌江中南·林海间。现项目

已开发的1.2期块、1.4期块的房屋均已出售且完成交付，我司

就房屋情况作出如下公示声明：1、本项目已售房屋均为带装

修交付；2、业主和我司签订的购房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款均

包含装修价款。

特此声明

昌江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8日

关于昌江中南·林海间项目1.2期块、1.4期块带装修交付事宜公示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迁坟通告

根据G360文昌至临高公路项目建设需要，市政府决定征收
秀英区东山镇城西村委会71.29亩（澄迈插花地）集体土地作为
G360文昌至临高公路项目用地。征收土地位于秀英区东山镇范
围内，四至范围以测量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请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5天内，到
东山镇人民政府办理搬迁坟墓登记手续并协助完成坟墓搬迁工
作，逾期当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秀英区东山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陈先生 65569033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0日

海口市滨海大道商业资产拍卖公告
（第20200928期）

受委托于2020年09月28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文华路海逸
君华酒店二楼贵宾厅、淘宝资产拍卖平台同步拍卖下列资产：位
于海口市滨海大道121-8号信恒大厦3-6层部分资产:1、302房
建筑面积1696.49m2；2、4层建筑面积994.25m2；3、5层建筑面积
1267.79m2；4、6层建筑面积1279.66m2，总计5238.19m2。现状为
60间未营业酒店客房，停工闲置多年。参考价16500元/m2。整
体竞买优先，竞买保证金800万元。

标的为司法确权资产，尚未办理产权初始登记，初始登记的
相关税费由委托人和买受人按规定各自承担。展示及办理竞买
手续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16时止，详情请关注“京海拍
卖”公众号。

拍卖人：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电 话：18889289611 0898-68520771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9月23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第二次拍卖：位于五指山市职业技术学校（旧址）学校院内西南角
的一株海南黄花梨（降香黄檀）枯树。该株黄花梨枯树总高度约
为6米左右，主干约2米高，周长为140厘米，2米以上分为4根分
枝，都约为3-4米长。4根分枝的周长分别约为84厘米、68厘米、
55厘米、40厘米。详见《资产评估报告》和企业网站。参考价163
万元；竞买保证金8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9月22日16：00前来我公司了解

标的详情，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一场
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在过去 8 个多
月时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取得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
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
壮举。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
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
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精辟概括并深
刻阐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这场严
峻斗争中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深入总
结抗疫斗争伟大实践的经验和启示，明
确提出在历史交汇点上不断开创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工作要求，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必将鼓
舞和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
斩棘、奋勇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面

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非常之举应
对非常之事，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努力，
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
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我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
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了
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

力。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本
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履行
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
时艰，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
上万人的生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
望。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充分诠
释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
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
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
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
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一伟
大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
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
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内涵，必将成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
重。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
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弱

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
实制度保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全
球性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风险，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
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
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
命运而奋斗。从 5000 多年文明发展的
苦难辉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必将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一路向
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
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勠力同心、锐意进取，奋力实现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奋勇前进 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勠力同心、锐
意进取，奋勇投身强国强军伟大事业，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广大医
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
救生命”“人民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

宗旨，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引起参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的军队医务人员强烈共鸣。

中部战区总医院卫勤部部长何君、
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张勇表示，现场聆
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倍感光荣、备受鼓
舞，一定把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转化为不
竭动力，永远做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
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任王福生表
示，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努力钻研医术，为建设健
康中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

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中国工程院
院士、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
科主任卞修武说，作为一名军队科技工
作者，要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努力为维护
国家生物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
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
在，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
持续努力。

疫情期间，驻澳门部队适应形势变
化，积极与澳门特区和珠海两地疫情防
控、海关边检部门实时对接，完善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实现了“零感染”目标。官
兵们表示，将继续坚决落实中央疫情防
控措施，狠抓练兵备战，真正做到疫情防

控和练兵备战“两手抓、两不误”。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

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秦成峰表示，团队
全体科研人员将以受表彰的医务工作者
为榜样，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努力守护国家安全
和人民生命健康。

疫情暴发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
学中心圆满完成首都地区医疗救治、远
程医学指导和前出支援保障等重大任
务。中心广大官兵表示，坚决贯彻习主
席重要讲话精神，慎终如始、再接再厉，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抓紧抓实练兵
备战、为军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夺取抗疫
斗争全面胜利贡献力量。

正在野外驻训的第75集团军某特
战旅组织官兵集中收听收看了习主席重
要讲话。官兵们表示，一定要以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紧盯未来战
场、砥砺打赢硬功、勇担使命职责，努力
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一流特战劲旅。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雷达站、某
综合保障基地和东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
表示，一定要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不怕
苦、不畏难、不惧牺牲，守护好伟大祖国
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华东某地比武现场，重火器、狙击、
水上反恐战斗技能等课目竞技轮番上演
……武警上海总队情报处处长史济南
说，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必须把伟大抗

疫精神转化成练兵备战强劲动能，强化
责任担当，聚力备战打赢。

西北大漠戈壁，一辆辆导弹发射车
快速抢占发射阵地，实施模拟发射……
火箭军某旅二级军士长、全军爱军精武
标兵吴涛表示，要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
态，誓死捍卫祖国和平安宁，誓死捍卫民
族尊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战略支撑。

“惊涛骇浪从容渡，越是艰险越向
前。”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军山东舰全
体官兵表示，要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血性胆魄，锤炼打赢能力，提升胜战本
领，早日形成航母战斗力和保障力。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奋勇投身强国强军伟业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