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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启示录

广告·热线：66810888

通知
海南省文昌市星·蓝湾小区4#楼202、1410、1905、2109、2209、
2304、2305、2306、2307、2505；5#楼 505、1405、1907、2404、
2407；6#楼706、710、807、1406、1701、2409号房业主：

我司已多次书面函告，通知小区业主提交房屋《不动产权证
书》办理资料，截至今日，以上房号业主仍未提交。现我司再次通
知，请以上房号业主于登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资料
至我司，逾期不交的，《不动产权证书》由业主自行办理，我司
不再代办，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业主
自行承担。未知事项请与我司工作人员（赖女士）联系；联系电
话：0898-63331520；公司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府路22号
汇航文源·一里海接待中心销售部。

特此通知！
文昌海石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海口江东新区玖龙废纸原料采购结算
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心项目装配式
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中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市江东新区玖龙废纸原

料采购结算总部暨再生资源交易中心项目位于起步区CBD地块

D03-08地块。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

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

标准》（GB/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地上建筑面积的3%奖励，奖

励面积共计714.32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1年6月28日至2021年7月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

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

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云天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6月28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城投佳园安居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城投城乡投资有限公司，用地面积

4362.3m2（约6.54亩），位于嘉积镇万泉河金贸区。公司现向我局
申报设计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3940.97m2（计
容建筑面积10900.8m2），容积率2.5，建筑密度22.04%，绿地率
23.23%。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6月28日至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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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25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城投熙园安居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城投城乡投资有限公司，用地面积

4692.75m2（约7.03亩），位于嘉积镇鱼苗场附近。公司现向我局申
报设计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3012.79m2（计容
建筑面积 10320.61m2），容积率 2.2，建筑密度 16.46%，绿地率
30.02%。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6月28日至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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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25日

滨海国际2201地块（二期）项目位于新埠岛，项目于2018年批
建，新建5栋22-25层高层住宅，总用地面积为58323.85m2，批建总
建筑面积130678.59m2，现根据建设单位申请，对方案进行以下主要
变更：1、二期总建筑面积调整为130788.21m2，二期计容建筑面积调
整为116127.67m2，其中住宅计容面积调整为113537.56m2；2、内部
走道门厅处户型微调；3、外立面屋顶造型及局部立面色彩、材质微调。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6月28日至7月9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规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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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此电话仅作为咨询电话，正式意见请

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反馈），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2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海国际2201地块（二期）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我单位面向全

国公开招聘下属单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8名。

具体招聘岗位、范围、条件和有关要求，请登录海口市人

民政府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口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rsj.haikou.gov.cn/）、海口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drc.haikou.gov.cn/）查询。

咨询电话：0898-68724092、65813576、66753390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6月28日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沙美村集体用地
（（沙美··博鳌印象））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民委员会等，权属用地
面积23118.78m2（约34.67亩），位于博鳌镇沙美村民委员会。现向
我局申报修建性详细规划，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建设用地面积
20623.23m2，总建筑面积9701.86m2，容积率0.47，建筑密度35%，
绿地率15.44%。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6月28日至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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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今天世界上最大的
政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全人类的进
步事业。

历经百年风雨洗礼，站在新的时
空坐标，中国共产党正以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时代担当，携手世界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情怀·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政党”

2017年1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面对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习近平
总书记娓娓道来——

“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
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
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
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
……”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
尔访问延安。随行记者如是描述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这里听到最多
的一个词，就是“人民”。

百年间，正是怀着一颗滚烫的为
民初心，中国共产党把一个积贫积弱、
任人宰割的旧中国，逐步发展为经济
总量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愈来愈幸
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计利当计天下利。这一份为民情
怀，始终同恢弘的世界视野相互映照
——

回望百年前，华夏大地风雨如
晦。心怀远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全人类的
解放，筹划着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的宣言激昂雄壮：“一齐来和
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
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
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

呀！共同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

民大团结万岁”——穿越历史风云，天
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标语，在金瓦红墙
映衬下熠熠生辉。

这样的天下情怀一以贯之，这样
的探索实践一往无前——

上个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的胜利，
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
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
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
放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反对霸权主
义和战争威胁，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为广大亚非拉国家仗义施援，建立
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把握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致力于维护世界
和平，不断促进同各国的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坚守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几个月前，中国第28批援几内亚
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副主任医师仝小刚，把生命的最后精
彩挥洒在了非洲这片热土。

1968年，北京市派出第一批援非
医疗队员，仝小刚的岳母就在其中。

跨越山海、纵横时空，任凭风云变
幻，亘久不变的是大党大国胸怀天下
的真挚情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
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

求索·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
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的 70后、80后、90后、00
后走出国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席话，让很多人感慨万千。

面对今天的成就，我们不会忘记
曾经的苦难和屈辱。

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
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

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
总统制……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
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模式，但都
没有成功。

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一
个历经沧桑的古老民族，终于看到伟
大复兴的曙光。

百年来，正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
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接续创造出开天
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
的伟大奇迹。

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
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建成世
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
第一大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网络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今天的中
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而是一个成就
斐然、欣欣向荣的国度。”斯里兰卡驻
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说。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
世界的贡献。长期以来，中国不仅致
力于办好自己的事，还以实实在在的
行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无偿
援助、优惠贷款、技术支持、人员支持、
智力支持，建成大批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项目；

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企业
家、技术人员、医务人员、教师、普通职
工、志愿者等走出国门，同发展中国家
民众肩并肩、手拉手，帮助他们改变自
己的命运……

今年2月，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脱
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几个月后，来自
云南脱贫村民的一份特殊礼物，送到
了联合国。

咖啡豆、古树茶、手工刺绣，三件
战胜贫困的珍贵见证，摆放在五星红
旗与联合国旗帜之间，向世界诉说着
中国的减贫故事。

“中国的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
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这

样表达中国的雄心壮志：“中国应当对
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展望
未来中国：“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
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
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
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

面向未来，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
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
产党人信心满怀。

担当·未来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如今，当世界来到一个新的十字
路口，时代之问更显现实而迫切：单边
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搅局，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扩
大，“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频发生
……

种种乱象、重重挑战面前，人们的
焦虑感从未如此强烈。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
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
来？

对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人清晰
作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共赢共享”。

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到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再到纽约、日内瓦联合国
讲坛……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渐次
铺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
涵日臻丰富。

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一个个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中国理
念、中国方案，化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共同行动与普遍实践。

“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开
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
发展新道路。”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
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
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前行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当历史走向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一种
前所未知的新型病毒，突袭全球多国
多地，令人们措手不及。

面对世所罕见的危机，人们能否
做到超越一己私利？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
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
会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危急时刻，世界看到大党大国站
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担当——

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
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支持发展中国
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援
助；推动疫苗成为发展中国家用得上、
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2021年4月30日，巴基斯坦苏吉
吉纳里水电站。随着二期截流成功，
大坝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作为中巴经
济走廊优先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水
电站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向巴提供
32.12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提升基础设施、注入发展动能、创
造就业机会、改善生态环境……从亚
洲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在世界
许多地方，共建“一带一路”正帮助无
数的人们梦想成真。

时光流逝，信念永恒。
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走过百年非凡历程，立志千
秋伟业、胸怀人类命运的中国共产党，
正无惧风雨，向着新的壮阔征途奋勇
进发。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杨
依军 潘洁 王宾 马卓言）

谋求大同的天下情怀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世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