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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莉不慎遗失海南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二号岛265栋 624房房

款收款收据，金额：5127元，特此

声明。

●冯丽莉不慎遗失海南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二号岛265栋 624房房

款收款收据，金额：8545元，特此

声明。

●冯丽莉不慎遗失海南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二号岛265栋 624房房

款 收 款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

HHD1018332，金额：8545元，特

此声明。

●王飞遗失海口外滩城房地产有

限公司8幢1817单元购房收据一

张 ，编 号:HN0090704，金 额:

257283元，声明作废。

●吴献委遗失座落于机场路椰林

水庄新安大厦A座自东向西6—

11号房的房屋租赁证，（承租人：

袁荣华）租赁证号：美房租证

【2020】第43468号，声明作废。

●本人胡海思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1801地块1号楼3403

房收据，编号:HHN0007755，声

明作废。

●陈显桢、陈伟不慎遗失由海口市

龙华区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指挥部开出的领房单

原件（编号：BY0003001），现声明

此领房单作废。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于1999年5月25
日在东方市感城镇感北村被一对
夫妇（姓名不详）拾到，并将其给他
人抱养，男婴特征：身上裹着灰白
色婴儿服，现已有22岁，至今未能
落户，取名叫郑杨保，现登报寻找
该男婴生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
址：东方市感城镇感北村。电话：
18889734018 郑四美。

引进社会资本自主改造公告
海口市龙华路30号省糖烟酒公司

“八灶小区”自主改造项目（土地
号：005532），现公开引进社会资
本参与投资改造。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十五日内，请有意参与本项目

合作邀请
范围：文昌维嘉国际广场商务公馆
主体结构施工及劳务总包。
有意联系：0898-63288519
13876331861 李桃小姐

公告
姓名：刘文，身份证：3209*****
2172，因你负责施工的琼海市嘉积
镇大坡小学教学楼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EPC)项目存在工期严重滞
后，未达到业主单位的施工要求，
我司多次与你联系处理施工相关
事宜，你均置之不理，现请你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7日内到我公司
处理上述工程项目施工相关事宜，
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冯丽莉不慎遗失海南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二号岛265栋 624房房

款 收 款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

HHD1018467，金额：22414元，特

此声明。

●方培丰不慎遗失道路货物运输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460006198207061610，流 水 号:

4600057458，声明作废。

● 刘 泽 辉 ( 身 份 证

460031197010053619)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经营权证编

号：469026101203040019J，流水

号010848，特此声明。

●海南麦得伙餐饮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01071558973，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商业信息

的企业持有效证件（营业执照及法
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到本小区业
主委员会报名，逾期恕不接待。联
系人：黄先生13307512796。

海糖八灶小区业主委员会
2021年5月21日

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配套透水构筑物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
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http://
www.hnhakj.cn/news_show9.php
公众调查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
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
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和个
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
任何一种方式将意见或建议反映
给建设/环评单位。建设单位：曾
工13807506861，评价单位：蔡工
18976653151，有效期自公示之日
起至2021年6月4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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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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0890850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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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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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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合作或转让
万宁市内 92.21 亩土地，土地性
质：商务与商业混合用地。容积率
2.5，限高60米，建筑密度40%，绿
化率30%，土地价格面议。即买即
开发。联系人：婉女士，电话：
13876903768，中介勿扰。

土地合作

购买工业用地、购买股权
求购老城工业区不小于20亩的工
业用地，以及购买转让的股权。联
系电话:13005096553（谢绝中介）

求 购

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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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
孕育了丰厚的先进文化，涌现出无数
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
研，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擘
画发展蓝图，勉励大家从光辉历史中
汲取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三湘儿女牢记
殷殷嘱托，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伐坚定。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红色足迹】
2020年 9月 17日下午，细雨飘

飞。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
书院。在书院中心讲堂前，总书记望
着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
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
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
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
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
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为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问计于民，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
湖南之行的一个重点。村支书、乡村
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大户、
快递小哥、餐馆店主……30名基层
代表齐聚一堂，10 名代表先后发
言。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召开
基层代表座谈会，同基层干部群众代
表深入交流，言传身教的就是实事求
是的工作作风。

【思想脉络】
1916年至1919年期间，毛泽东

在岳麓书院半学斋住了一年多光景。
从宿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书院大讲
堂“实事求是”匾额，“低头不见抬头
见”的朝夕相处，“实事求是”深深刻在
毛泽东的心中。

站在岳麓书院一棵参天古树下，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珍名
说：“岳麓书院的主办者们，反对埋头
故纸堆、脱离实际的空谈学风，倡导务
实学风和‘经世致用’，继而把‘实事求
是’作为校训。后世经过不断发展，含
义拓展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知
和解决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彪炳史册的

伟大奇迹。

红色基因，守护传承焕新生

【红色足迹】
2011 年 3 月，江南大地草长莺

飞，生机勃勃。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期
间专程来到韶山，向毛泽东同志铜像
敬献花篮，瞻仰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
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展室，与韶山村党
员群众代表座谈。

习近平深情地说，革命传统资源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
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
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
滋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
院大门两侧，这副白底黑字的对联分
外醒目。

2020 年 9 月 17 日，岳麓书院
里，习近平同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
教学的师生们亲切交流。他强调，
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
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
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
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他勉
励年轻学子，一定要不负时代重托，
不负青春韶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弘扬赓续】
山青水碧，特色历史建筑比比皆是。
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发展

而来，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
和“双一流”重点建设的高校。

“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本战
机轰炸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校园特
别是文化典籍损毁严重！”湖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龙兵讲授的“移动
思政课”，结合时事、历史和身边风物，
引导学生修身崇德、明辨是非。

总结相关教学经验，湖南大学正
在建设思政课程优秀案例库、教学中
心，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探源
研究，举办“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
典”和“岳麓书院讲坛”等活动。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徐淼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
托，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踏踏实实将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谦和的心态、奋
斗的姿态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栋梁。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革命歌

曲是我的摇篮曲。”韶山人沈楚华，2018
年返乡创业，经营起民宿。“亲近自然”主
题、从十里八乡收集来“老物件”、带感
的“心里有话对党说”等各色主题留言
墙，让他的民宿受到年轻人追捧。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
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1964年电影
《雷锋》经典声音再次响起，但昔日的

黑白画面变成了彩色高清。
“我们将经典影片修复、AI上色，

制作成4K、VR、3D等版本，扩大红色
文化在青年中的传播力。”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首席专家周苏岳说，他们
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100部红色经
典影像修复，建设红色文化生产线、数
字基因库和云上展馆，让宝贵的红色
资源焕发新生。

砥砺笃行，求索继往开来

【红色足迹】
从2011年至今10年间，习近平

四次到湖南考察调研。从在十八洞村
首倡“精准扶贫”，到在长江岸边叮嘱

“守护好一江碧水”，再到在企业生产
车间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
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湖南发展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在武陵山区腹地深度贫困村花垣
县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
贫”的指导方针。

在长沙考察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习近平对企业依靠高新技术改
造提升装备制造业取得的成绩予以肯
定，强调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是企
业爬坡过坎、发展壮大的根本。关键核
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浏阳河畔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以数字视频创意为龙头，汇集了各
类文创企业3000多家。在这个与岳

麓书院遥相呼应的文创基地，习近平
总书记说，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
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
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
有前途……

【落实担当】
682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692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这些年，三湘儿女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勇担精准扶贫首倡之地
当有首倡之为的责任，锲而不舍向绝
对贫困宣战。

告别贫困，三湘儿女向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迈出坚定的脚步。

5月19日至22日，2021长沙国
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在湖南长沙举办，
全球工程机械“巨头”携上万台装备参
展。长沙有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程机
械行业50强。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说，
长沙将聚焦产业链高端，实施智能制
造赋能行动，积极探索“5G+工业互联
网”，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升级，加快向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挺进”。

如今，湖南形成了超级计算机、磁
悬浮等一批世界领先重大科技成果，
培育出华菱钢铁、三一重工、中联重
科、铁建重工、湘电股份等“工业湘
军”，涌现了中电科48所、长城电脑、
中大创远、蓝思科技、智慧眼等高科技
企业，努力建设“强国重器制造中心”。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
破4万亿元，达41781.49亿元，同比
增长3.8%。这一成绩的取得，经历了
新冠肺炎疫情和历史罕见汛情的“双
大考”，交出防汛与抗疫“双好”答卷。
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都显示，湖南
呈现增速稳步回升、结构持续优化、质
效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稳”“新”

“优”“创”成为其发展的主题词。
湖南是农业大省，杂交水稻从这

里的实验田走向全国；湖南是制造业
大省，在工程机械领域举足轻重；同
时，以“广电湘军”“出版湘军”“移动互
联网湘军”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长期引
领风骚……牢记嘱托，植根湖湘沃土，
湖湘儿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
先抢抓机遇，中流击水奋发作为，守正
创新书写新时代答卷。

（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 记者
苏晓洲 高敬 崔俊杰）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湖南篇

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新华社沈阳5月23日电（记者
王莹 李恒）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
已安全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
面，开始巡视探测。祝融号何以能在
火星上砂石遍地的荒漠地貌顺利行
走？在零下90摄氏度至零上30摄
氏度的巨大温差环境中顺利工作？
祝融号上，包括车轮在内的50余种
零部件使用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自主研发的新型复合材料，助力祝
融号成功“登火”。

据介绍，针对火星车不同部件的
要求，金属所一共开发出4种铝基碳
化硅复合材料，用于火星车车轮、成分
探测器的关键部件等。这种由铝与陶

瓷组成的新型复合材料比铝还轻，但
与常见的钢铁一样坚硬、耐磨，兼具高
强度、高塑性、高稳定性等特点。

金属所研究员马宗义介绍，
2015年，金属所接到为火星车提供关
键结构材料的任务。由于飞行距离
远，且火星表面服役工况复杂，火星车
对其结构材料的服役性能和可靠性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轻量化、高耐磨
性、高强度、高各向同性和高塑性。“作
为我国第一次火星登陆探测任务，没
有先例可循。传统金属材料难以兼顾
这么多要求，难度非常大。”

科研人员开始集中攻关。“要满
足火星车设计选材要求，适应火星严

苛的服役环境，必须突破材料兼具高
强度、高耐磨性与高塑性的固有难
题。”马宗义说，这是一个矛盾的要
求，设计材料时需掌控好平衡点。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根据使
用要求，逐一解决大尺寸坯锭制备等
技术瓶颈，提出低合金元素、多元析
出相混杂强化的新型设计思想，相关
复合材料样件一一通过了严苛的地
面考核。

马宗义介绍，新型复合材料用于
祝融号结构、机构、仪器等50余种零
部件，供货数百件。“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促进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与技
术的工程化应用和成果转化。”

他们打造了祝融号的“风火轮”

5月23日至25日，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在上海市长海路225号三号楼广场为吴孟超院士设置灵堂，接受吊唁。图为5
月23日，人们手持鲜花有序进入灵堂吊唁吴孟超院士。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民众吊唁吴孟超院士

云南大理妥善安置
游客5300余人

新华社昆明5月23日电（记者严勇）5月21日，
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发生6.4级地震。据云南省文旅
厅介绍，截至22日18时，全省暂无游客及文旅从业
人员伤亡，大理州共妥善安置景区游客5359人。

记者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经初步排
查，截至目前，全省暂无游客及文旅从业人员伤亡
情况报告。大理州共妥善安置景区游客5359人，
旅行社团队40个。此外，丽江市接应疏散安置旅
客600余人。据初步排查，楚雄、普洱、红河、昆明
辖区未发现因地震造成的游客滞留情况。

目前，大理州各级文保单位暂无安全事故发
生。除漾濞县石门关4A级景区和漾濞县各类文
化服务场所暂停对外开放外，全州其他县市景点
景区、餐饮酒店、各类文化场所正常开放。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部署
抗震救灾工作：

千方百计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高亢）国务院
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
在23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召开的视
频调度会上指出，在有序开展云南、青海地震抗震
救灾工作的同时，要统筹抗震救灾和新冠疫情防
控，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切实把确保
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云南、青海地震抗震救
灾工作。会议指出，云南、青海的地震涉及区域较
广，受灾群众较多，抗震救灾工作任务艰巨。相关
单位应把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好，尽快按政策规定
把救灾资金、物资发放到位，针对青海震区高寒和
雨雪低温天气，抓紧搭设棉帐篷并发放棉被等御
寒保暖物资；针对云南震区地处高山峡谷且安置
群众多，严防疫情传播和次生灾害。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云南、青海地震发生
后，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派出工作组第一时间
抵达灾区，及时指导协助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
云南工作组深入重灾区实地查看房屋受损和受灾
群众安置情况，赴震中苍山西镇检查秀岭小学校舍
安全及学生避险安置；青海工作组分成3个小组深
入灾区查看了解受灾损失、群众安置情况，指导救
灾救助、危房应急排险、救灾物资发放等工作。

截至23日16时，云南消防救援总队103辆
消防车、481名指战员在震区值守，转移疏散群众
1446人，搭建救灾帐篷643顶，在县城5个集中
安置点开展防火流动巡查；青海消防救援总队共
调集70辆消防车、296名指战员，转移疏散群众
3765人，搭建救灾帐篷210余顶，成立6个流动巡
逻组在集中安置点开展不间断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