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1年6月23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 检校：张媚 苏建强A09 时政

■■■■■ ■■■■■ ■■■■■

遗失声明
海南鑫宝全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代

码914600006651107739）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和法

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武术协会遗失已使用的《海

南省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据》

（第一联存根联）共17份，编号为

0013226-0013242，声明作废。

●海口源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

章因受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海口华苏电力实业公司遗失公

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28398688-4，声明作废。

●徐豪阳不慎遗失海南大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阳光金典

项目1#2101房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8435593，金额：630000元；收

据编号：9043576，金额：4626元；

收 据 编 号 ：2864520，金 额 ：

306030元，声明作废。

●唐庆雨遗失海南省第三卫生学

校护理专业毕业证书，证号：

HN2019211930189，声明作废。

●徐艳新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1张。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

2号岛267栋424号房，发票代码：

4600154350， 发 票 号 码:

00796683，金额：79276 元，声明

作废。

●徐艳新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1张。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

2号岛267栋424号房，发票代码：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00271222，金额：79277 元，声明

作废。

●海口君胜达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输气管道

工程环评公示
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附近居
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网站：
https://pan.baidu.com/s/1Ao
BBYyvhTbJYTW7jr1CQSw，提
取码：kz2l
建设单位：海南海控长输天然气管
网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田甘
电话：18089789996
邮箱：27264437@qq.com
起止时间：2021年6月11日-25
日

招租公告
海口市蓝天路西19号昌隆酒店副
楼公开招租项目招标，预算金额：
50400.00元/年（年租金每满一年
递增5%），租赁时间为5年。拟报
名者应在见报5个工作日内与海
南信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王
工联系，电话：66715150。

加气站出租公告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LNG加气站

位于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瀚洋

路，拟征集承租人。报名条件如

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

2.在海南省内具有三年及以上的

经营加气站业绩，并有正常运营的

LNG加气站实体。3.短期内自行

办理好本 LNG加气站的运营资

质。4.近三年经营正常，且财务状

况良好。满足条件且有意向者请

携带本公司授权书及相关证明材

料到洋浦经济开发区新浦大厦

1005B室报名，领取租赁谈判邀请

书。报名时间：2021年6月23-28

日 ，联 系 人 ：陈 壮 志 ，电 话 ：

13976129625。

厂房设备转让/出售
1.儋州白马井全套海鲜鱼类加工

生产线出售（含速冻库，流水线

等）。2.儋州木棠镇全套橡胶生产

线 及 仓 库 出 租 合 作 。 电 话 ：

18689982157

●儋州市海头镇那历村民委员会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张，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2191401，账号：
210920001003600000140，声明
作废。
●海南省南海大数据应用研究院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MJP116534U）所持公
章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美康（海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460000 MA5THQWE47法人
章（彭涛）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海口销万家农产品运销有限公
司永兴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章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国际贸易协会遗失海南
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琼财
非税【2011】16 号）收据号码：
7925551，声明作废。
●任灵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210381199203240448，特 此
声明。
●光坡镇新岭村民委员会遗失陵
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农村信用合
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6187901, 账 号 ：
1007600100000182，声明作废。
●柳泽旭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东方村委会祖坡村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
字第(2017)0736号，声明作废。
●柳泽慧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东方村委会祖坡村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
字第(2018)0072号，声明作废。
●海南力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因
公章、财务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高仕电脑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王喆颉、彭钰桠购买海南省澄迈
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
后海温泉小镇一期 C13 栋 1305
房，现遗失后海温泉小镇一期C13
栋1305房商品买卖合同一份，合
同编号:CML000016172，特此声
明作废。
●郑家浩遗失座落于府城镇新大
洲大道玉李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2001-01-02854，声明作废。
●郭宗科遗失琼D52305车牌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469026001718，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老年人体
育协会因保管不慎遗失了本单位
在中国工商银行琼中支行开立的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证号：
J6410003485801， 账 号 ：
2201026709200024881，声明作
废。
●苏红遗失海南东方明珠房地产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恒大海口文
化城项目22栋1511房购房收据，
收据号码：0062620，金额：30000
元，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桐海村
民委员会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
县新村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8959901，
声明作废。
●万宁市三更罗镇内岭村民委员
会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三
更罗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511201，声明作废。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王月峰拟继承王洪涛遗留的海口
市南海大道 9 号明光国际大厦
2630房（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
字第HK311175号）及存款，自本
公示发布日起七日内如有利害关
系人有异议，可向我处提出。联系
人：王公证员，电话：68563971。

遗失声明
国药（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民委员会
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465001，声明作废。
●海口市新世纪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05787303845，声 明 作
废。
● 刘 宝 清（ 身 份 证 号 码 ：
110101195711302532）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09的
会员证书，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李毅泰不慎遗失琼儋渔08310
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
号：（琼儋）船登（权）（2019）HY-
000330号，现声明作废。
●李毅泰不慎遗失琼儋渔08310
的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
儋）船登（籍）（2019）HY-000330
号，现声明作废。
●李毅泰不慎遗失琼儋渔08310
船舶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琼
儋）船捕（2019）HY-000409号，
现声明作废。
●李毅泰不慎遗失琼儋渔08310

的海洋小型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一

本，证书编号：4690030190948，

现声明作废。

●谭孔宁不慎遗失儋州市被征地
农民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置（那
大）字第1014号，现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21年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以（2021）琼0108执1293号《执
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我局已将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
总公司持有的琼（2020）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000602号不动产权证
项下1723.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
户给蒲全英，依据《土地登记办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
（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0602
号不动产权证项下1723.55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登记。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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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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售

海口市区 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 经营中酒店 出售

产权清晰 1868975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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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招租公告
我司拟对位于海口市长滨路永秀花园的精装房屋开展公开竞

价招租工作，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北一区第22栋145套房与25栋37套房，合计

182套房，总建筑面积16469.76平米，项目拟打造成为人才居住聚
集地。二、招租要求：（1）押金30万，月租金不低于10.2元/平米；
租期5年，每年递增3%；（2）承租人需承担标的物的物业管理费、
自主运营等成本；（3）承租人需在招租人对公寓的统一规划管理标
准和人才入住标准范围内开展租赁运营业务；（4）承租人需要按照
退租时“原状返还”原则负责租赁期间房源及设施的维修维护工
作；（5）竞标单位需带运营方案竞标；（6）承租人需自主运营，不得
整体转包。三、竞标流程：（1）海南日报见报后登录海南控股官网
公告栏申领下载招租文件；（2）现场勘察，签署竞标须知文件；（3）
竞投标书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2日14:40。四、联系方式与地
址：沈先生13322054196、蔡先生18976370260。现场勘察：海口
市秀英区长滨路81号永秀花园。竞标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全球
贸易之窗17楼海控置业集团。五、特别说明：我司拟招租与寻求
合作商的房源不限于本次公告范围，欢迎社会各界来电洽商。

海南省润思房屋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6月23日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1年7月9日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2018）
琼执恢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项下部分权益——安徽省黄山市经济开
发区太申山庄•铂宫54套别墅。参考价(人民币)：7508万元，竞买
保证金（人民币）：150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
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
人员、实际控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
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受资产所在地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
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7月8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1
年7月8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宝恒
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
层；电话：0898-68538965 13907530681 18976947136；委托方
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665582；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
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
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10709期）

文昌北山水厂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昌
大道，规划用地面积为43338.51平方米（折合65.008亩），建设单位
为文昌城乡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修规方案已经专家会及第7
次市规委会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6157.75平
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3490.42平方米，容积率0.54，建筑密度11%，
绿地率19.3%，停车位130个。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
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关内容进
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6月23日至7月22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文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23日

关于《文昌北山水厂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2021年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以（2021）琼0108执1294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已将海口市新埠岛开发

建设总公司持有的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0602 号不动产

权证项下 1044.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

第0025192号不动产权项下136.1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周燕

萍，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2020）海

口市不动产权第 0000602 号不动产权证项下1044.09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和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25192号不动产权项下

136.1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1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
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
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
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河北保定学院
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中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青年人到乡村一线建功立业，强调“乡
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求“积极培养本土
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通过第一
书记、大学生村官、农村工作队等形式筑牢
基层党组织”，寄语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
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
展，让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青年人指明了在最基层扣好

“第一粒扣子”的成才道路，为各级党组
织确立了发挥组织优势引导青年人投
身乡村振兴的工作目标。

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发挥组
织优势，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
方法，积极为青年人到乡村基层服务
锻炼搭建舞台、提供机会、创造条件。

持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村官工作，让高校毕业生到
农村广阔天地砥砺奋斗

村民们说：“城里少一个大学生没
什么，村里多一个大学生就了不起。”

为做好大学生村官工作，中央组织部
将其作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抓实抓细抓好，指导各
地积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不断完
善相关规划、政策、体制、机制，推动大学
生村官工作与选调生工作相衔接。

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聘大
学生村官53.7万名。他们发挥特长优
势、甘于吃苦奉献、主动干事创业，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作出积极贡献。

一直以来，各地组织部门积极构建
“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工
作格局。

——坚持严管厚爱
落实工作纪实、请销假、专项考核

等制度，提供工作补助资金，办理人身

保险。四川、内蒙古、福建等地建立导
师帮带制，从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
关心指导。

——开展国情调研
每年至少1次走遍全村农户，撰写

村情要素综合报告和专题调研报告。
湖南在今年村“两委”换届期间，动员到
村任职选调生调研收集260多条建议，
多数被纳入换届政策。

——注重实践锻炼
安排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放到易地扶
贫搬迁、集体经济项目、信访维稳等吃
劲岗位锻炼。

一批批大学生村官在为群众服务
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
质、在实践锻炼中增长工作本领，逐步
成为培养年轻干部、优化队伍结构的

“蓄水池”。
据统计，全国服务期满流动的50.1

万名大学生村官大部分留在基层，其中
进入公务员队伍17.6万名，进入事业单
位16.2万名，提拔为县处级、乡科级干
部分别为227名、1.2万名。

大学生村官中涌现出了身患重病、
坚持工作的张广秀，扎根湘西农村助力
脱贫、把乡村当创业舞台的耶鲁毕业生
秦玥飞，到艾滋病重点村任职的清华硕
士魏华伟等一批先进典型，激励着越来
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书写精彩人生。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让年轻干部在基层一
线的艰苦磨炼中增长才干

“青年干部了解了基层，学会了做
群众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
在2020年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
价驻村干部。

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选派300多
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其中半
数左右是年轻干部。他们与乡村干部
一道，在脱贫主战场和抗疫最前线倾力
奉献、苦干实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级组织部门严格挑选人员，注重
从政治素质好、敢于担当、不怕吃苦的
年轻干部中选拔，引导各级机关舍得派
出担当骨干和重点培养的年轻人；

注重将年轻干部派往有巩固脱贫
成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整顿软弱涣
散党组织等任务的重点乡村；

落实派出单位责任、项目、资金“三捆
绑”，在工作经费、补贴津贴、评先树优、提
拔使用等方面予以保障倾斜，其中河南、
贵州等地按每年每个村20至50万元的
标准为第一书记安排专项帮扶经费，广
东、甘肃等地对圆满完成帮扶任务、符合
任职资格条件的第一书记提拔一级职务；

……
年轻的驻村干部们劲头十足，他们

坐到贫困户家炕头，谈心交心挖穷根，
把精准扶贫的路线图细化为每家每户
的施工图；跑到各个单位争取项目、申
请资金，修路、建桥、安路灯，让村里富
起来、美起来；迈进带货直播间吆喝扶
贫产品，在帮群众打开销路的同时，自
己也成为网红；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储
备优秀青年人才，健全“四议两公开”制
度，让党组织作用强起来。

近期，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
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的意见》，推动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
机制，明确将年轻干部作为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意见一出，村民群众和驻村干部的
心都“踏实了”。村民们说：“驻村干部

就像自家人。”驻村干部说：“抓在手上
的许多事可以接着干了。”……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让脱贫群众彻
底摆脱贫困，仍需驻村干部们接续奋斗。

“我们要学习发扬黄文秀的拼搏奉
献精神，继续把新时代长征路走下去。”
接替黄文秀到广西百色百坭村驻村的
第一书记杨杰兴说。

为村级组织补充新鲜血
液，让每一名优秀农村青年
都有回报家乡的机会

村党组织领导村级各项工作和社
会治理，是青年人到村工作的承接平台
和管理主体，也急需青年人积极参与，
带来新理念、新知识、新创造。

当前，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方式、分
类施策，不断充实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
级组织中的年轻力量。

——结合村级换届“回引一批”
在 2020 年开始的村“两委”换届

中，每个村级班子中原则上有1名35岁
以下年轻干部。各地采取开座谈会、发
倡议书、亲友登门拜访等方式，发动本
乡本土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务工经商
人员、退役军人等回村。

其中，浙江在村级换届中回引全日
制大学生2.1万人，70%的村至少有1名
大学生。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招揽一批”
各地用好产业振兴的政策红利，兴

办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创办专业合作
社，筑巢引凤，吸引青年人到村创业。

青海选派2200名大学生到农村服
务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项目，实现了

“整村规划有智囊、产业技术有顾问、村
社财务有能手、产品销售有达人、村内
发展有后备”。

——聚焦本乡本土“储备一批”
当前，各地结合开展定点帮扶、软

弱涣散村党组织排查整顿等工作，发
现、培养优秀青年，充实优化村级组织
后备人才。

云南、河北等地建立青年人“岗位
在乡村、培养由市县乡负责”机制，对因
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等导致入党困难的，
安排到乡镇机关、协会党组织发展。

——立足基层岗位“培养一批”
对看准的、有发展潜力的，舍得下功

夫、下本钱加以培养。例如，江苏实施“定
制村官”培育，委托农林院校定向培养全
日制专科生，毕业后回到生源地所在的乡
村工作。一系列举措给予优秀农村青年
施展才华的舞台和回家干事创业的机会，
坚定了他们扎根农村的信心决心。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50.3万个行政村的党组织书记中，35岁
以下的有4万多人。

湖南的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较
换届前下降6.1岁，河南下降5.6岁。每
个村还都储备了1至2名年轻人，作为
村干部后备人才……今年，完成村“两
委”换届的许多省区市，村干部队伍年
轻化的步伐明显加快。

“今年换届好几名大学生回村当了书
记，我是二十几年老乡镇，这在以往想都
不敢想，他们有激情、有能力、视野宽、办
事积极，老百姓呼度赞（很高兴）呐！”提起
现在的年轻村干部，青海的一位乡镇书记
情不自禁地用当地土话夸赞起来。

打造乡村招才引智项
目，让青年人通过多种渠道、
多种方式到乡村振兴主战场
建功立业

“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在村里工作就

行了，其他的交给组织。”自2018年起，
天津首创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以
完善的管理保障政策吸引了大量高校
毕业生。

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半年试用
期满考核合格后，全部补选进村党组
织班子；继续在村任职满半年、表现
优秀的担任村党组织副书记；任职满
1年、表现特别优秀的担任村党组织
书记，并纳入事业编制管理；乡镇补
充公务员，优先从他们中招录……目
前，天津已累计从全国招聘 3000 多
名大学生。他们在加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促进乡风文明、服务农民群
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天津外，北京、山西、上海、江
苏、福建、山东、湖南、重庆、西藏、青
海、新疆等省区市纷纷借鉴大学生村
官工作的制度设计，通过实施“脱贫
攻坚专干”“乡村振兴协理员”等项
目，每年吸引上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
工作，加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

“三支一扶”、教育部的特岗教师、共
青团中央的西部计划等，每年通过基
层选派项目到村的高校毕业生超过
13万人，青年人投身乡村振兴的渠道
愈加宽广。

目前，通过各种渠道下沉到乡村
工作的青年人，广泛分布在乡镇机
关、村级组织和教育、农技、医疗、畜
牧等各类基层服务岗位上，发挥着年
纪轻、知识新、闯劲足的优势，为基层
注入了新生力量，为乡村凝聚着创新
活力。

“如果没有组织提供的机会，我几
乎是不可能到基层工作的，是组织让
我的青春与祖国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
起。”他们说，未来要继续贡献青年人
的光和热，更好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
新篇章。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

如今，广大青年正在乡村振兴的生
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实现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中书写着精彩人
生华章。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丁
小溪）

让广大青年在乡村一线激扬青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引导青年人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综述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