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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最高法：

严格规范“减假暂”
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罗沙）记
者从最高人民法院22日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
督工作会议获悉，人民法院将严格规范做好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工作。

最高法强调，要严格规范做好“减假暂”工作，
强化实质审查，深化司法公开。

“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决不允许对
任何人法外开恩，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最高法
同时提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肃整治一些地
方存在的有案不立、有错不改、无错乱改，减刑假
释不规范等问题。

外交部：

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
和美台军事联系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朱超）针对
有消息称美方已经批准一份总价值18亿美元的
对台军售计划，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说，中
方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撤销
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
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
21日表示，美方已批准向台湾出售三种武器系统
的计划，总价值18亿美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
七”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
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

赵立坚说：“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
必要反应。”

美方再列管6家中国媒体为“外国使团”

外交部：将作出正当必要反应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朱超）针对美

国21日又宣布将6家中国媒体列管为“外国使
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这是对中国驻美媒体和记者的最新政治打压
和污名化。对此，中方将作出正当、必要的反应。

赵立坚说，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
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
理刁难，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
压。2018年12月，美方要求中国媒体驻美机构
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18日，美方
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中国国际
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
报》海外版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有限公司）5家
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6月 22
日，美方宣布将中央电视台（CCTV）、《人民日
报》《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社4家中国媒体增加
列管为“外国使团”。

“10月21日，美方又宣布将6家中国媒体增
加列管为‘外国使团’。这是对中国驻美媒体和记
者的最新政治打压和污名化。中方对美方的无理
行径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他说。

赵立坚说，美方有关做法专门针对中国媒体，
是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严重损害中国
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严重影响中国媒体在美正常
运转，严重干扰中美正常人文交流，暴露其自我标
榜的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对此，中方将作
出正当、必要的反应。”

遗失声明
东方新街王冠手机城（HND-
FZ034)遗失发票8张，发票号码:
04835009、3843608、3844650、
9510150、6848153、遗 失 10000
元发票一张、5000元发票一张、
1500元发票一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鑫南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各一本,注册号:
46100000159516,组织机构代码
证 正 、副 各 一 本, 代 码 证 号:
687250996,税务登记证正、副各
一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100687250996,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清容菜摊遗失一枚公
章，声明作废。
●海南丰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金巧儿幼儿园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230016160，声明作
废。
●海南鸵鸟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金伟良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房款收据 1 张，收据编号：
0002173，金额：1239056元，特此
声明作废。
●出租人：符传忠，承租人：黄健航
遗失座落于锦山里石化楼4-102
房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
[2020]第44273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价格协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60000503865057Q，
声明作废。
●洋浦中龙船务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6756102，声明作废。
●潘静不慎遗失父亲潘国铭骨灰
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临时
宫左五架B面行 195号，声明作
废。
●临高县临城欣美能达电脑商务
中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黄学亮遗失塔吊操作资格证，操
作类别（等级）：建筑起重机械司机
（ 塔 式 起 重 ），证 号 ：琼
A042010000020，声明作废。
●岳晓红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
游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双海
湾二期 6幢 1105 房财务收据一
张 ，编 号 ： 0000396, 金 额 ：
30000元，声明作废。
●马国利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
游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双海
湾二期 6幢 1105 房财务收据三
张 ，编 号 ： 0003265，金 额 ：
12624.3 元；编号：0009820, 金
额：118364元；编号：0009831，金
额：3457400元，声明作废。
●周娘不慎遗失护士资格证书，证
书编号：13398689，特此声明作
废。
●东方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
户行：建行东方东海支行、开户账
号：46001006 437053000575 遗
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三亚干沟分店不慎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2001330743，声明作废。
●卢静遗失五指山澜湖岸边8栋
1203 室 购 房 发 票 一 张 ，票 号
00087411，开票金额187274元，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口科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1002007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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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文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遗
失01003_非税缴款书（手工票）3
份，票号 0279172475、02791724
91-0279172504(2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海星快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28399483-3；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科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601002
00725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60100747777408，声明作废。
●海南普信装修工程公司遗失公
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20127871-1，声明作废。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直属机关
工会委员会（原名称：海南省测绘
局机关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证号：工法证字第
212600053号，声明作废。
●琼海市第一小学工会委员会不
慎遗失工会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证书编号：324136107，特
此声明作废。
●琼海市第一小学工会委员会不
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登记证书
（ 正 、副 本 ），证 书 编 号 ：
210400690，特此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我处受理郝丽君申办继承武修德
与其共有的座落在文昌市文城镇
文华园小区的二套不动产，为如实
出具公证书，请有权继承武修德遗
产的人士持有效证件于三十天内
向我处提出，逾期，我处将依法出
具继承权公证书。
联系电话：0898-63224327；
联系人：陈先生。

海南省文昌市公证处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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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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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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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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海府路一楼临街熟铺16800元/平
起，可按揭，18976307568。

商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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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出租
面积：20亩，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876677955唐先生

13876986434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涛大道与桂

经路交叉口。

注：因江东新区整体规划等政策因

素，本项目可租期限不定。

招租
●王志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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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10100，金额：5177元），现声明
作废。
●李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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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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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0002767、金 额:
317145元；）,现声明作废。
●李颖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0栋1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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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0002765、金
额:333619元；）,现声明作废。
●史德瑞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0栋1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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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0002636、金
额:10000元；）,现声明作废。
●李颖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0栋1906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
流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
NO:0010091，金额：5149元），现
声明作废。
●林香婷遗失一张准迁证，证号
为：琼00933336，特此声明作废。

龙昆北路宏源大厦十二层960m2

出租,13907581152。

海甸岛四东路民生大厦

整栋招租，价格面议，联系人：

蔡先生18889271930

王女士15289965262

债权申报公告
海南儋州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注册

号：91469003MA5RJL6Q2H）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权申报联系人：李贺，电

话 ： 13907627575、 0898-

66534172，债权申报地址：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

球贸易之窗大厦17楼。

海南儋州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清算

组

2020年10月21日

注销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水电工程建筑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469034000019360）拟向陵水黎
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联 系 人 ：洪 先 生 ，电 话
13976011879。

公 告

出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
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为
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将
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
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习
主席的回信，高度肯定了志愿军将士
的历史功绩，充分赞扬了他们身上体
现的英雄精神，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
反响。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
于1951年，先后集中供养了2800多
名伤残军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的约2200人。60多年来，该院伤残
军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力所
能及为祖国建设作贡献，义务做传统

教育报告近万场，受众300余万人次，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正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休养的一级伤残军人涂伯毅曾任志愿
军42军126师政治部工作队副排长，
1951年2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烧伤
致残。他说：“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
利用晚年的余热，为我们的祖国、我们
的民族多做一些事情，使我们的国家
发展得更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家住安徽省铜陵市的老兵戴恒勤
于1971年因公致残。几十年来，他积
极乐观面对生活，退休后主动担任社
区第一党支部书记、市光荣院报告团
成员等职，继续发挥余热。

“我将继续传承老兵精神，致力志
愿服务，建功新时代！”戴恒勤说，“我
才71岁，还有很多可为之事。永不退
役始终是我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曾任志愿军后勤二分部政治部助
理员的赵文华老人，是在回国的车厢

上才得知，和他一起从东北军政大学
入朝作战的26名战友，最终只有两个
人回国。

“他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茂，
但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他们奋不
顾身、舍生忘死，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
学习吗？”赵文华说，全社会尤其是青
年一代更应该不忘初心、奋斗不止。

今年96岁的志愿军老战士孙景
坤，目前正在辽宁省丹东市光荣院休
养。他是一位3次奔赴朝鲜战场，九
死一生，荣立一等战功，荣获朝鲜一级
战士荣誉勋章的战斗英雄，在载誉回
国后的几十年里深藏功名，放弃了可
以留在城市的机会，回乡带领村民改
变贫困面貌。

“习主席高度肯定了志愿军将
士的历史功绩。”孙景坤说，“现在全
社会褒扬英烈、尊崇军人的氛围越
来越好。希望年轻一代能学习英雄
精神，在各个岗位上都顽强奋斗、争

做先锋。”
冀中某驻训场，第82集团军“铁

军旅”正如火如荼展开高强度实弹射
击训练。21日晚，他们结合夜训内
容，组织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
要回信精神。铁军旅“飞夺泸定桥
连”政治指导员宋超凡表示，全连官
兵将把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先辈
们“要桥不要命”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一代代传下去，以英雄传人的强劲
势头，努力提升军事素质，练就过硬
打赢本领。

天山深处，正在进行检验性实弹
射击的新疆军区某团防空营四连，利
用训练间隙学习了习主席回信。“我
连三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创造出
击落敌机10架的辉煌战绩，被志愿
军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的荣誉
称号。”连长武万斌说，在未来战场，
全连官兵绝不辜负血洒疆场的前辈，
将发扬他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

奋进的动力，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
事业不懈奋斗。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崇尚英
雄才能产生英雄，关爱英雄才能让更
多人记住英雄。“使英雄们享受到精心
周到的医疗保障，是我们医疗保健工
作者对历史功臣的最好回报，也是新
时代人民军医的职责与光荣。”解放军
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心内科医师周鑫
说，“我们年轻军医更应在学习英雄中
成长，从英雄身上汲取干事创业的动
力，将英雄精神传承下去，更好地为实
现强军目标贡献力量。”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
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志愿军的英
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传承弘扬他们身
上所展现的非凡品格和伟大精神，在
新征程上创造不凡业绩。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
梅世雄 杨雅雯）

弘扬英雄精神 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主席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引起强烈反响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
济特区，自成立以来，创新之路越走越
宽广。如今，经济特区咬定创新不放
松，以示范引领跑出“加速度”，在新时
代改革开放大潮中继续挺立潮头、走
在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坚持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
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
业创新高地”。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站在
全新的时代方位，经济特区在全球创
新链条上不断爬坡跃升，为落实新发
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厚植根基。

创造“中国奇迹”

初秋深圳湾的一晚，无人机组
队的亮光在夜空中组成千姿百态的
剪影：深圳地标南头古城形象、“时
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著名标
语、企鹅等深圳企业“吉祥物”……
光影变幻间似是诉说着这座城市的
发展历程。

10多年前，大多数人们对消费级
无人机产业还闻所未闻。在深圳的一
所民房里，汪滔创立了大疆，心无旁骛
扎进飞行控制技术研发之中。

如今，以大疆为代表的无人机产
业正在茁壮成长。深圳市南山区副区
长王殿甲说，包括大疆在内，南山区有
无人机企业80多家，年产值200多亿
元。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
重达4.9%左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近期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
创新是第一动力，这是经济特区

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在汕头市澄
海区，瞄准文化创意，这里走出了“巴
啦啦小魔仙”“超级飞侠”等知名动漫
形象。该区2019年玩具产值达580
亿元，约占全国玩具产业规模的
21.8%。

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经济特
区持续吹响创新驱动号角。基于飞腾
中央处理器和麒麟操作系统的技术和
产业体系（PK体系），被称为计算机软
硬件和网络安全的“中国架构”。在海
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中电（海南）联
合创新研究院牵头数十家骨干企业和
机构，打造“PK生态村”，力争孵化千
款产品，打造万人产业。

经济特区正以创新带动开放，与
世界分享发展成果。厦门美图公司以
人工智能为驱动，创造了一系列如美
图秀秀、美颜相机、美拍等软硬件产
品，海外热度持续飙升，业务范围扩展
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不少特
区企业在“背水一战”中迸发强大发展
韧劲。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
明珠说，疫情一发生，格力健康研究院
就开始着手研究可以大幅杀灭新冠病
毒的空气净化器，历经2个月研发完
成，产品已经出口40多个国家，销售
额上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

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改革
开放以来，深圳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
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
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中国（深圳）综
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创造新的发展奇迹，创新永远是第一
动力。”

产业“链接”更大的舞台

5G让世界“变得更小”，产业“变
得更大”。

在深圳一段近十公里的公开测试
路段，一辆自动驾驶轿车正在车流中
进行一天8小时的往返行驶。研发者
元戎启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念邱
说，5G技术为自动驾驶搭建了施展

“舞台”，利用5G可真正实现自动驾
驶汽车的车路协同、远程监管。

已建成5G基站超4万个，实现
5G网络全覆盖；交通、电力、工业互联
网等5G应用示范场景持续推进；5G
用户占比排名全国前列……从基站布
局到应用孵化，再到市场培育，深圳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
局产业链。

“紧盯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走
‘小而精’的精细化发展之路，是厦门
的不二之选。”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张志红说。改革开放之初，电
子、机械、轻工曾是厦门的支柱产业。

厦门有取有舍，主动放弃粗放型

产业，在转型发展中重塑产业格局。
目前已培育形成平板显示、软件信息、
航运物流等8条规模超过千亿元的产
业链。

面对疫情挑战，经济特区打造新
平台、寻找新路径，在克难奋进中重构
产业链供应链。在汕头澄海区经营的
广东宏腾商务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泽荣说，疫情期间，当地政府支持下，
企业既为玩具厂商搭建产品展示、报
价单制作的平台，又为采购商提供图
片搜索、厂家现货信息查询等服务，撮
合全球采购商线上挑中样品数量超过
70万款。

前沿“竞技”引领未来崛起

双手佩戴手环，像敲键盘一样敲
击桌面，面前的电脑屏上出现所想字
样……这样的“隔空打字”“读心术”并
不是科幻电影。来自深圳的心流科技
有限公司，正试图将“脑机结合”技术
带入家庭。

心流科技首席运营官俞雷说，
大脑与肌肉间传达“意图”的电信号
非常微弱，研发中对识别材料和算
法进行了突破，解析关键信息并开
发了相关应用，如提升专注力训练
的智能头环，以及智能仿生手医疗
康复产品等。

脑模拟与脑解析设施、合成生物
研究设施、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

台……规划总面积达99平方公里的
光明科学城正在崛起。作为深圳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光明
科学城重点布局大科学装置集群、科
教融合集群、科技创新集群。

在汕头，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
省实验室正组建团队，努力在高端
电子化学品等国内“短板”领域取得
突破。

位于厦门的美亚柏科公司，近
期发布 2020 年上半年发展“成绩
单”。在国际经贸形势复杂多变背
景下，美亚柏科上半年净利润逆势
同比增长 176.44%，公司自主研发
的“取证大师”分析工具得到国内外
用户好评。

在海南，南繁“种业硅谷”孕育良
种，“天问一号”飞向火星，“深海勇士”
潜入深海……“陆海空”科技产业齐头
并进，自贸港建设逐渐舞出“科技范
儿”。

近日举行的2020中国海洋经济
博览会上，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发布了两款无人船产品，实现了从
导航、环境感知、载荷等关键设备的国
产化替代。“我们涉及的很多领域都是
没有前人经验的，前期投入大、未来不
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珠海市政府给了
很大的支持，这就是特区的创新环
境。”公司董事长张云飞说。

“越是艰险越向前，面对一些基础
研究的创新‘瓶颈’，经济特区要加大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续写更多‘春
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
的新奇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吴思康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
肖文峰 孙飞 王浩明）

创新创造的精彩
——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