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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
础。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新疆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强调要坚持紧
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把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高到稳疆安
疆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坚定不移实现
新疆跨越式发展，同时必须紧紧围绕
改善民生、争取人心来推动经济发
展”，指出“要通过抓发展、惠民生，让
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不断增
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凝聚力，不断增
添爱国爱疆正能量”，要求“紧紧围绕

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多搞一些改善生
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惠民生
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
肚的问题，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
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深入阐述了“为了谁、依靠谁”这一
深刻命题，为做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巍巍天山、壮美昆仑，见证新疆历史
巨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天山南北春潮浩荡、生机勃
发，书写了一个个旧貌换新颜的发展奇
迹。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
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由9195.9亿元增长到
13597.1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 9.1%，贫困发生率由 19.4%降至
1.24%，中央财政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转移支付从2636.9
亿元增长到4224.8亿元，19个援疆省
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含兵团）964亿
元，实施援疆项目1万余个，引进援疆
省市企业到位资金16840亿元，中央企
业投资超过7000亿元。一组组数字，
彰显着新疆在新时代坚实的发展步
伐，展现着各族群众共谋繁荣发展、共
享美好生活的新图景。

“十四五”时期，是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我
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将加快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充分发挥
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
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

总体布局中，丰富对外开放载体，提升
对外开放层次，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
积极推动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要注重科学规划建
设，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要始终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
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让大美新
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当前，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持之以恒抓好脱贫攻坚和促进就业
两件大事。要健全完善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制度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着重增强内生发展
动力和发展活力，确保脱贫后能发展、

可持续。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体
制机制，坚持就近就地就业和有序转移
输出就业有机结合。第二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以来，南疆4地州累计脱贫
251.16万人、退出2683个贫困村、摘帽
16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由29.1%降至
2.21%，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大力推动南
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多层
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
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
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
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新疆经济高
质量发展，让发展落实到改善民生
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
团结上，新疆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国办印发《意见》

年底前实现第一批
58项事项“跨省通办”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完善事
中事后监管，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部门供给
导向向企业和群众需求导向转变，依托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各级政务服务机构，着力打通
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
项“跨省通办”，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
供有力保障。

《意见》提出140项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事项清单。2020年底前，实现市场主体登
记注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职业资格证书
核验、学历公证、机动车驾驶证公证等第一批58
项事项“跨省通办”。2021年底前，基本实现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异地就医结算备案、社会保
障卡申领、户口迁移等74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跨省通办”。下一步加快实现新生儿入户、社会
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询等8项事项“跨省通办”，
同步建立清单化管理制度和更新机制，逐步纳入
其他办事事项，有效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
民群众异地办事需求。

《意见》确定了三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明确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重点任务。聚

焦保障改善民生、助力惠企利企，推动个人服务和
企业生产经营高频事项“跨省通办”。鼓励区域

“跨省通办”先行探索和“省内通办”拓展深化。
二是优化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业务模式。按

照“应上尽上”的原则，深化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
办”。对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的政
务服务事项，通过“收受分离”模式，拓展“异地代
收代办”。推动一地受理申请、各地政府部门内部
协同，优化“多地联办”。

三是加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服务支撑。
加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提升
数据共享支撑能力，统一业务规则和标准，加强
政务服务机构“跨省通办”能力建设，为企业和
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多样化办事渠道。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制定具体
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单位和进度安排，加强衔接配
合，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改革任务尽快落地见效，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袁家军当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栅洁当选浙江省省长

新华社杭州9月29日电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9月 29日选举袁家军
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郑栅洁为浙江
省省长。

9月29日，火磨小学学生在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左权将军纪念馆参观。

在第七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河北省
邯郸市火磨小学的学生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缅怀革命先烈。 新华社发（郝群英 摄）

缅怀革命先烈

广告·热线：66810888

二、我行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与我行的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我行的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均含有 22位的业务验证

码，您可通过我行网站http://www.abchina.com进行验证。除
业务验证码以外，我行启用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打印的法律文
件中还带有水印等防伪标志。凡经业务验证码验证不通过的，

或者无上述防伪标志的，均为无效印章，非我行真实意思表示。
如果您对以上内容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营业网点。感谢您的

支持和理解！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20年9月28日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启用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向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我行于2020年9月28日起陆续在辖内行正式启用“电子信贷合
同专用章”并打印于我行签署的信贷业务相关的合同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上。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形状为椭圆形，内部包含我行机构名称、印章章名和业务验证码。印模颜色有红、蓝、黑三种，具有同等效力。
其中红色印模样式示例如下：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碧桂园星钻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省琼海市东博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嘉积镇
金海北路西侧，用地面积为28099.33平方米（约42.15亩），公司现申
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申报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67056.4m2（计容建筑面积56198.66m2，其中商业面积17437.91m2，
办公面积36294.65m2，配套设施2466.1m2），容积率2.00，建筑密度
23.12%，绿地率25%。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30日至10月15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9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南博鳌养生度假村（二期）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博鳌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博鳌滨
海大道东侧。原市规建局(海规建审批〔2017〕54号)文件批复2017年的
调整方案，批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净用地面积76478.5m2，总建筑
面积114191.3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91270.4m2），容积率1.193，建筑
密度22.6%，绿地率40.1%。公司现申请项目二期建筑进行优化调整，调
整后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净用地面积82915.92m2，总建筑面积
116675.55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91265.40m2），容积率1.10，建筑密度
19.40%，绿地率41.73%。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30日至10月15日）。2.公示
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
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
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策划及规划修改》

12-1、C16-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3189号

按照市政府工作要求，为充分利用已收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
率。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红城湖棚改片区C12-1、
C16-3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0年9月30日至10月29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
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30日

受委托，我公司近期拟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债权资产：1、定安琼发技术服务公司债权及权利，债权本金：

110万元；2、海南省定安县制香厂债权及权利，债权本金：350万
元；3、海南省定安县振华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债权及权利，债权本
金：800万元；4、定安县农业局技术咨询服务站债权及权利，债权
本金：50万元；5、海南科星钴厂债权及权利，债权本金：450万元；
6、苏定石债权及权利，债权本金：21.15万元；7、陈则林债权及权
利，债权本金：70万元；8、海南睿丰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债权及权
利，债权本金：1500万元；9、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债权及权利，
债权本金：955.756万元(美元贷款按协议基准日汇率折算）。

权益资产：1、（2003）琼海法执字第320号民事裁定书抵债土
地使用权权益,面积 180㎡，位于琼海市加积镇人民横路；2、

（2003）万执字第 167-4 号民事裁定书抵债房产权益,面积
169.29㎡，位于万宁市北大镇东兴墟国营东兴农场；3、（2000）儋
法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抵债房产权益，面积187.76㎡，位于
儋州市白马井镇；4、（2000）儋法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抵债房
产权益，面积275.92㎡，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5、儋州宝国贸易有
限公司、儋州财贸贸易有限公司、儋州泰丰工贸有限公司抵债换
地权益书，澄迈县《换地权益书》1本，记载价值704.4794万元；6、
东方市泰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抵债换地权益书，澄迈县《换地权
益书》1本，记载价值135.46万元。

有 意 竞 买 者 请 联 系 ：王 先 生 18689911100 0898-
68551218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Ｂ802室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招商公告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9月29日晚同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世界是一场严峻考验。面对疫情，中
阿两国政府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中方愿继续向阿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同阿方深化疫苗合作。中方愿同
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坚
定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携手

早日彻底战胜疫情，共同推动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同阿
根廷的关系，支持阿方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对中阿合作未来充满信心。中
国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为
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广阔
市场和发展机会。中阿务实合作基础
好、韧性强、潜力大。中方欢迎更多阿
根廷优质农牧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进

入中国市场，欢迎阿方参加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双方应落实好现
有重大项目，开辟合作新疆域，深化人
文交流，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互联
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
运紧密相连。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
恢复经济，我们都要高举人类命运共
同体旗帜，走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之
路。中阿同为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中方愿同阿方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和
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支持
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
经济，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推
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方向发展作出贡献。

费尔南德斯祝中国人民国庆节
快乐。他表示，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
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对你的远见和担当
表示钦佩。阿中两国在坚持多边主
义、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上拥

有共识，阿方愿同中方在这些问题
上加强沟通协作。中国发展是阿根
廷的重要机遇，加强阿中关系是阿
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阿方希望深
化阿中两国在贸易、投资、基础设
施、金融等广泛领域合作，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相信这将极大助力阿
根廷经济社会发展。阿方感谢中方
为阿根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
持和帮助，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支持
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希望同中
方继续深化疫苗合作。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月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
通电话。

习近平说，很高兴在中越两国人
民共庆中秋佳节之际同阮富仲总书记
同志通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中越两党两国相互支持、共克时
艰，携手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成果，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
情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疫情在全球蔓
延再次表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只有

团结协作才能共渡难关。中方重视同
越方探讨疫苗生产等合作，愿在疫苗
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优先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中国坚决反对个别国家
借疫情搞政治化、污名化、标签化的图
谋，愿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越南山水相
连，两国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社会
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高度一致，把
双边关系发展好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根本利益。今年是中越建交70周
年，两党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历史起

点。疫情之下中越双边贸易等合作
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彰显了中越关
系的韧性和潜力。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越双方更应
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
持两党高层政治引领和理论经验交
流，深化对社会主义事业规律性认
识；坚持推进后疫情时代双边务实合
作，不断发掘合作潜能，推进“一带一
路”和“两廊一圈”对接合作；坚持弘
扬两国传统友谊，夯实民间友好根
基，培养两国青年永做中越世代友好
的传承者和接班人；坚持捍卫多边主

义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矛盾和分歧，维护世界和地区
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中国共产党支
持越南共产党开好十三大，愿继续为
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力所能
及的支持和帮助。

阮富仲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1周年，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卓越成效。阮富仲表示，越中建
交70年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向前
发展势头。越方高度珍视并坚定维

护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感谢中方
在越南解放和发展各阶段向越方提
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当前世界形
势快速复杂变化，越方正全力筹备明
年初将召开的越共十三大，希望同中
方继续加强两党两国政治互信，发挥
好两党对两国关系的政治引领作用，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推动经贸合作取
得新进展，支持深化地方层面交流合
作，并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妥善
处理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两党两国
关系取得新的历史性发展。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通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第三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9月25日至
26日召开。多国专家学者认为，中国
政府大力推动新疆发展，新疆社会经
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当地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

巴基斯坦人力资本管理研究院院
长纳伊姆·布哈里说，中国政府在推动
新疆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很多
新疆民众在政府帮助下成功脱贫。中
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治疆方略让新疆
地区面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世界语言大学
教授库兹耶夫表示，近年来在中国中央
政府和各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新疆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他表示，新疆呈
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

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

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做大量工作推
动新疆发展，使当地民众获得良好的
教育和医疗，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们
的职业技能从而增加收入。在过去

20年间，中国努力缩小东部沿海地区
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为西部地区
发展创造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新疆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将不
断提高，当地经济将进一步发展。

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教授通奇·
阿克科奇表示，中国政府在维护新疆

社会稳定方面成绩突出，新疆的社会
稳定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很多机会。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
斯莱曾多次到访新疆，并完成多本关
于新疆的专著。她目睹了新疆的快速
发展和民族团结，高度评价中国政府
在新疆的宗教政策。布雷斯莱说，正
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治疆方
略，新疆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的地区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当地
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幸福感不
断增强。

多国专家学者认为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巨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