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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印章作废声明
海南海鑫仕德福实业有限公司声
明，因公司股权变更，经股东会议
决定，公司股权变更前的原公章、
财务专用章等所有印章，自登报之
日起作废，任何加盖上述印章的合
同及其他文字材料等，我公司不予
认可。

海南海鑫仕德福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2日

●杨永春遗失座落于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英州镇军田路16号凯文
清水湾度假公馆A栋1805房不动
产权证，证号：琼（2019）陵水县不动
产权第0006549号，声明作废。

●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公章损坏，现声明作废。
●本人羊允钧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02地块T3A房收据，
编号:HN3047503，声明作废。
●邵爱军遗失海南闽庄园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庄园丽都D8栋902
号 房 购 房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0046195，金额:20848元，声明作
废。
●张天登遗失儋州市被征地农民
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置（那大）
字第564号，特此声明。
●胡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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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张 ，收 据 编 号 ：
0003738，金额：10000元；收据编
号：0003964，金额：863131 元，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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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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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海南土地、房产
联系人：刘先生18523293670

求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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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事
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2名，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职数：海报电商业务管理人员2名（渠道开发拓
展和电商平台运营各1名）。

二、岗位职责和具体要求
（一）业务管理（渠道开发拓展）：岗位职责：1、根据销售目标组

织制定渠道开发策略、渠道销售政策；2、制定渠道拓展实施方案，
负责组织完成渠道拓展和目标销售业务指标；3、组织、策划和开展
各项渠道活动，建立和拓展销售渠道，不断开发和挖掘客户，并与
客户建立长期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关系；4、负责各渠道资源的日常
维护、开发及考核，增强渠道对平台的粘性。任职要求：1、本科及以
上学历，35岁以下；2、熟悉电商项目销售模式，2年以上渠道销售
经验，有渠道资源者优先；3、有市场渠道开拓和管理工作经验，有
团队管理工作经验，业绩优秀；4、具有独立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市场感觉敏锐，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组织能力。

（二）业务管理（电商平台运营）：岗位职责：1、电商平台的日常
运营，产品上架及产品陈列的调整，商品价格的调整等日常电商运
营；2、负责产品的线上推广，并根据市场反馈筛选推荐每天的主打

产品，负责团购群的产品推介；3、日常的线上促销活动的运营，效
果评估，节庆促销活动的建议和评估。任职要求：1、本科及以上学
历，年龄30岁以下；2、文字表达能力好，踏实细心，积极主动，善于
沟通；3、会使用Ps等图片处理软件，能独立完成简单的图片处理；
4、有电商运营经验者优先；5、有电商产品拍摄经验，会视频剪辑的
优先。

三、报名方式
（一）请有意向者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com。
报名时请注意明确应聘岗位，并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
获奖证书等相关证书及材料。

（二）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18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体检、审批等程序，择优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
联系电话：0898-66810745（王女士）

0898-66810583（黄女士）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海南佳佳霖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海口市国用(2009)第 006755
号国有土地被规划道路及绿地占用665.58平方米。为解决规划道
路及绿地占用土地补偿问题，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拟对其规划
道路和绿地占用的土地按评估总价值量以建筑面积补偿方式予以补
偿，并按简易程序开展滨江新城片区QS0331005地块局部规划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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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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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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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5，联系人：尹
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1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城市设计》QS033100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海资规详规〔2021〕98号

同心奔小康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人也好，
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
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强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
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
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
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
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
量。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要进一
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
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党来
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
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
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
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望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

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
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
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
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
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
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
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党章明确规定，党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
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
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
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
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
致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鲜明宣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

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党与人民风雨同
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
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大
革命失败后，30多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
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
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
军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

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
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
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
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
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
众主演的。一百年来，从建党的开天辟
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
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这些伟大成就
的取得，靠的就是始终与群众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始终同
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靠的就是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
识，要不断砥砺初心使命，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增强历史自觉、厚植人民情
怀。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
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
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
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个
初心和使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方志敏大
义凛然、坚贞不屈，写下“假如我还能生

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
天”。红军战士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
一半留给群众，使老百姓认识到“共产
党是只有一床被子也要分一半给你的
好人”。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
益，“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
入、奉献自我，“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
课题。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巩
固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的重大举措。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坚定理
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要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从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汲
取坚守初心使命的营养剂和动力源，时
时叩问初心、处处践行使命，永远保持

“赶考”的清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
诚的人民服务员。”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
识，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为
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党史学习
教育不仅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受洗礼、
有提升，也要让群众受教育、得实惠。

党中央把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目的
就是推动全党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
来，在为民排忧解难中自觉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
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防止学习和
工作“两张皮”。要强化公仆意识和为
民情怀，首先是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
服务，发挥好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还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
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
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
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才能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
作动力和成效，让群众有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
心，才能走得远。始终把人民立场作
为根本立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
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人民至上、紧
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
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我们就一定能团结带
领亿万人民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
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
——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彭济浮期待的这一天终于到了：
镇上要为会唱黄河硪号的老人录
影。他穿上新衣服，戴上新帽子，又
回忆了一遍旋律，下楼。

彭济浮今年89岁，家住山东省
菏泽市鄄城县李进士堂镇安民社区，
一个黄河滩区迁建社区。硪号全称
鲁西南黄河夯硪号子，是60多年前
彭济浮和同伴修筑黄河堤坝时唱的
劳动号子，2011年被列入菏泽第三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穿过广场和扶贫车间，彭济浮来
到社区最南端，9位老朋友已经到
了。“头一次这么正式唱号子。”彭济
浮笑着说。

号子是一人领、众人和。“嗨呀
——咦嗨吆”，彭济浮开始领唱。“嗨
呀——嗨嗨嗨呀”，其他老人和着。

100多年前，黄河夺道大清河从
山东入海，每临大汛，黄河水裹挟着

泥沙冲出河槽，致庄稼绝收、房倒屋
塌。为守护家园，彭济浮二十几岁就
开始和同伴一起修筑黄河堤坝。

“先堆土，再用石硪打。”彭济浮
说。圆柱状的石硪是修筑黄河堤坝的
主要劳动工具，重75公斤。打硪时，9
个人围成一个圈，同时拽手中的麻绳，
将石硪稳稳地拉上去，再平平地落下
来，把3寸厚的土打成1寸厚才算合格。

“为统一动作、提振士气，我在山
东梆子的基础上改编出简单的硪
号。”彭济浮说。

硪号粗犷豪迈。彭济浮有时以

王祥卧鱼、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为
号词，有时也即兴发挥“打硪的同志
们——上工喽”。硪号有快有慢，与
打硪的节奏同步，唱到起劲儿处，石
硪能被拉到2米高。

今年80岁的彭步武说：“那时候
干一天活就唱一天歌，9个人一天能
打300多平方米大堤。大堤上到处
都是唱号子的，别提多热闹了。后来
我们还用家乡名将号子分为郓城号、
梁山号、临濮号等。”

“录制”现场吸引了不少居民围
观，有的小朋友被大人抱起来看，还

有人拿起手机为他们拍照。“齐心
吆，努力吆”，彭济浮唱起了词，大伙
和着“吆嗨咿嗨吆嗨吆”，声音越来
越响。

“都拉起来吆”“吆嗨咿嗨吆嗨
吆”“把硪抬吆”“嗨吆嗨吆”……

黄河山东段长628公里，滩区面
积1702平方公里，这片土地既发挥
行洪、滞洪作用，也承载着60多万群
众的生产生活。曾经，为躲避水患，
彭济浮和其他村民一样，修完大堤就
去修自家的房子，累的时候会不由自
主地唱号子。“这歌能安慰人。”他说。

2017年，山东开始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工作，要为60多万滩区居民
解决安居问题。2018年10月，彭济
浮所在的田楼村整体搬进新建成的
楼房社区。

田楼村党支部书记彭济献说：
“住进社区后不到一年，就有20多户
人家娶亲，比以往3年的总数还要
多，说句真心话，家家户户都过上了
好日子。”

一曲唱完，围观居民拍手叫好。
彭济浮和他的老朋友们有些不好意
思，连忙摆手说道“唱得不如当年了”

“牙掉了好几颗唱歌都漏风”“几十年
没唱过了”……

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机械作
业普及，石硪已不在治黄中发挥作
用，会唱号子的人也逐渐老去。这一
次唱，既是为了娱乐，也是为了纪念。

（新华社济南4月11日电）

再唱黄河硪号

“截至4月10日24时，全国累计
报告接种新冠疫苗16447.1万剂次。”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
长米锋1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全球疫情再
次反弹，云南瑞丽出现聚集性疫情，提
示外防输入、人物同防仍是当前疫情
防控的重中之重。

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如
何顺利推进中高考？五一假期受影响
吗？多部门在11日集中回应新冠疫
情防控与疫苗接种新情况。

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

米锋表示，个别地方接种工作中
出现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强
制要求全员接种，对此必须坚决予以
纠正。

“18岁以上的成年人是接种主
体。”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
说，作为社会活动相对频繁的群体，接
种疫苗既保护自己，也为家里老人和

儿童建立起有效保护屏障。
他介绍，在疫苗接种工作中，要坚

持“应接尽接”和自愿原则相结合，引
导并鼓励群众积极接种、主动接种。

如何顺利推进中高考？

“2021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
至8日举行。”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
长刘培俊说，教育部已印发《关于做
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提前
谋划。特别是要细化工作措施，确
保命题制卷、考点考场、评卷等重点
场所的安全，确保广大考生和考务
工作者生命健康安全，确保高考顺
利平稳。

“中考由各地统一组织实施。”刘
培俊介绍，从目前疫情防控趋势来看，
基本态势稳定，中考工作可望如期举
行。除统一部署外，要做好两个特殊
安排：一是对回国参加考试的人员以
及其密切接触者，安排备用考场，采取
特殊措施，确保他们参加考试；二是如
果在中考前后出现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要加强预案，启动应急措施，考虑
适当调整中考时间。

五一假期受影响吗？

“总体来说，我国疫情控制形势
较好。”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说，这为五一假期开启

“绿灯”。

但他同时提示，瑞丽疫情提醒我
们，因境外输入而造成国内疫情发生
甚至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疫情防控
不能放松。公众在假日期间不要组
织、参与聚集性活动；在旅行途中要做
好个人防控措施。

接种疫苗如何产生保护效果？

吴尊友介绍，疫苗接种有两个保
护效果。一是对疫苗接种的个体产生
保护效果，二是当接种个体达到一定
比例时能够形成对群体的保护，也就
是群体免疫。

“对于新冠病毒，它需要达到人群
的 70%、80%才能产生群体保护效
果。”他说，如果免疫接种率低，就无法

产生群体免疫。
“我国目前已经布局了五条技术

路线。”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说，目前我国研发的mRNA
疫苗也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如何把握疫苗接种的禁忌？

王华庆介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技术指南（第一版）》明确5种不适宜
接种疫苗的情形，公众可以参考。

他提示，接种禁忌当中有些是暂
时状态，如果禁忌的状态不存在，就可
以接种疫苗。此外，对于鼻炎、咽炎等
常见病、多发病，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接
种疫苗。

王华庆提示，如果在使用免疫抑
制药物，接种后可能会影响疫苗效
果。如果不能判断，建议将用药情况
和用药史向接种医生如实说明，由医
生作出判断。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
彭韵佳 胡浩 徐鹏航）

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如何顺利推进中高考？五一假期受影响吗？

多部门回应新冠疫情防控新情况

多地被民政部确认为
婚俗改革实验区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高蕾 孙少
龙）民政部日前发布消息，经地方申报、实地调研、
综合评估等工作环节，民政部同意将河北省河间
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吉林省永吉县，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东台
市，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宁陵县，湖南省澧县，
广东省广州市，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
区，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等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
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期三年。

民政部要求上述实验区，围绕婚俗改革试点
主题，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
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
庭文化，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
向，遏制婚俗不正之风，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和群众精神风貌，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11日电（记者于涛 高
晗）截至11日9时，发生透水事故的新疆昌吉回
族自治州呼图壁县雀尔沟镇丰源煤矿救援工作正
在紧张有序推进。

4月10日18时10分许，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雀尔沟镇丰源煤矿突发透水事故，事故发
生时当班井下29人，8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

昌吉回族自治州副州长鲍永生介绍，经过测
算，被困人员与井口距离约为1200米。事故发生
后，矿井中已陆续启动3套排水装置，实现每小时
排水450立方米，第4套排水装置正在安装中，投
入后将实现每小时排水900立方米。

昌吉回族自治州卫健委主任孟宪民介绍，安
全升井的8人并未受伤，身体状况正常。昌吉回
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局长马鑫说，事故发生后，矿
井下环境非常复杂，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排水。

当前，应急、电力、卫健等相关部门和专业救
援队伍全力开展救援工作，各方救援力量正积极
联系被困人员。

新疆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8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

图为4月11日拍摄的事故救援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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