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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澄迈县金江镇约22675m3鹅卵石
及老城约6500吨石方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14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分别转让以下标的：1、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

大拉及安良村石子堆放点约22675m3鹅卵石，挂牌价为94元/m3（含
铲车装车费），竞买保证金为20万元。2、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建筑用
砂销售点约6500吨石方（玄武岩），挂牌价为44元/吨（含铲车装车
费），竞买保证金为5万元。公告期为：2021年7月6日至2021年7
月19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7月6日

《海南百洋饲料有限公司年产18万吨水产
饲料加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海南百洋饲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18万吨水产饲料加工
项目，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工业园区内，总用地面积41307.54平
方米（折合61.96亩），该项目用地属《文昌市东路镇镇区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修规经第8次市规委会办公室会议审议通
过，修规设计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41307.54平方米（折合61.96
亩），总建筑面积28460.9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2980.42平方
米，总建筑基底面积18670平方米，容积率1.04，建筑密度45.2%，
绿地率12.3%，建筑层数6层，停车位109个。以上规划内容符合
控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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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修建性详细
规划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7月6日至8
月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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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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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6日

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09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
美苑路东侧、省委办公区西侧（C0609地块）。项目于2017年3月通
过规划许可，此次变更内容为：1、5#商业街外立面细部色彩、材质调
整；2、5#-6#楼三层增加连廊。

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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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至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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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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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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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09地块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2021年6月9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公告》（三自然资告字〔2021〕19号）在《海南日报》《三亚日报》、中

国土地市场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上发布了中心

城区控规YC02-49-03地块6587.53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该宗地原定于2021年7月9日16时00分在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举办挂

牌出让活动。

现因该宗地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土地前期投入经费尚未审计确

定。经报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现终止上述该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出让时间另行安排。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88364406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5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铺面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149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海甸一西路2间铺面、义龙东路
及万国西路12间铺面、义龙横路2间铺面、龙舌路2间铺面、义龙
西路7间铺面、海运路11间铺面、海港路及双拥路铺面77间铺面
分别挂牌整体招租，挂牌价格（首年月租金）从2728元-127541元
不等，招租面积从26.48㎡-3126.23㎡不等。公告期：2021年7月
6日-2021年7月19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
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66558034 黄女士、
66558021吴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李女士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7月6日

受委托，按现状再次公开挂牌转让万宁市月岛拆除工程产生的
物料，物料类别及挂牌价分别为：1、块石料为36元/吨，数量约245
万吨；2、扭王字块体为1680元/件，数量约1.1万件；3、沉箱内回填
料、沉箱箱体碎屑及钢筋混凝土挡浪墙碎屑为15元/吨，数量约29
万吨；公告期：2021年7月6日至2021年7月19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

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7月6日

万宁市月岛拆除工程产生的物料（未销售部分）第三次公开挂牌转让公告项目编号：QY202103HN0066-2

海南传味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海南传味食品有限公司文
昌鸡食品加工厂”项目，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工业园区内，所涉及
的土地证号为文国土储（2019）-104-1号，总用地面积52787.67平
方米（折合约79.18亩），该修规经第八次市规委会办公室审议通过，
修规设计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40991.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63687.5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40991.9平方米），容积率1.2，建筑密
度54.18%，绿地率3.22%，建筑层数6层。以上规划内容符合控规要
求，具体详见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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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修建
性详细规划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7月6日
至8月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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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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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6日

《海南传味食品有限公司文昌鸡食品
加工厂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以“传承文脉，振兴文昌”为主题的“文昌”文化征文活动，
自2019年12月启动后，因疫情影响截稿时间推迟至2021年3
月5日，共收到作品265篇，经认真评审，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一等奖：
“文昌”文化哺育的风采与昌盛（安徽 孙凤山）
二等奖：
1.文昌因文而昌（海南 众 澜）
2.推动文昌发展需探索文昌文化的根和魂（北京 唐卫毅）
3.文昌的虔诚阅读和颂词（河南 郝成林）
三等奖：
1.从文昌六星到文昌帝君（河南 李雪莹）
2.文昌，未来可期（福建 吴文娇）
3.文昌文化的多维解读（福建 杜朝运）
4.文昌孔庙追远（河南 闫素环）
5.“文昌”文化现实意义探微（陕西 陈嘉瑞）
优秀奖：
1.定位与方向（海南 黄良丰）

2.在文昌孔庙，采一束礼仁之光（山东 邵云虎）
3.文昌文化本质在于进一步融合创新（福建 林春来）
4.溯文昌时光，寻人文脉络（湖北 王雅琪）
5.文昌，一座照耀历史文化星空的灯塔（山东 夏纪舟）
6.濬文荣昌（新疆 陈俊舟）
7.书香墨韵话文昌（河南 李雪丽）
8.海南文昌的文化渊源及传承、振兴（广西 林少海）
9.读《阴鸷文》有感（安徽 王庆绪）
10.文昌文化善作先（江苏 奚建伟）
11.弘扬传统文化，助推文昌強盛（北京 刘会生）
12.文章兴废话昌星（贵州 周志刚）
13.传承千年文脉，打造文化名片（浙江 陈云）
14.文昌与文昌帝君（河南 李清波）
15.文昌文化信仰之维（四川 林元跃）
16.文昌帝君文化是文昌的灵魂（山西 芦满生）

“文昌”文化征文大赛组委会
二○二一年七月六日

“文昌”文化征文评选结果揭晓

7月5日7时28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05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
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77次飞行。

图为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05星

云南新增本土
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

据新华社昆明7月5日电（记者姚兵）云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7月5日通报，4日0时至24
时，云南省新增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例（中国
籍2例，缅甸籍1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新冠肺
炎病例5例。

据通报，新增的3例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均在瑞丽市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
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结合流行病学史、
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均诊断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普通型2例、轻型1例）。流调工作仍
在紧张进行中。

另据通报，4日0时至24时，云南省新增境外
输入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例（缅甸输入3例、印度
尼西亚输入2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
例（印度尼西亚输入），均为中国籍。确诊病例治
愈出院2例（境外输入）。

我国共有
A级旅游景区13332个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余俊杰）记
者5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截至2020年末，全
国共有A级旅游景区13332个，比上年末增加
930个。其中，5A级旅游景区302个，增加22个。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0年文化和旅
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年
国内旅游人数 28.79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
52.1%。国内旅游收入 2.23 万亿元，同比下降
61.1%。

市场方面，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市
场经营单位20.89万家，从业人员160.91万人，营
业收入9967.49亿元，营业利润1699.70亿元。其
中，娱乐场所6.54万个，从业人员53.23万人，营
业收入419.25亿元，营业利润5.33亿元。演出市
场单位2.23万个，从业人员49.52万人，营业收入
2157.50亿元，营业利润351.15亿元。经营性互
联网文化单位0.97万家，从业人员31.49万人，营
业收入7137.22亿元，营业利润1331.13亿元。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取
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
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强调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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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
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
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
毫不动摇。一百年来，我们党攻克一

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根
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始
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党历经挫折而
不断奋起、历尽磨难而淬火成钢，正是
因为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
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历史充分表明：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
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
无往而不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
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
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
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
益。”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
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

石。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
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
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
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从根本上说，党的理论就是一切为了
人民的理论，党的路线就是一切为了
人民的路线，党的事业就是一切为了
人民的事业。一家知名国际公关公司
2020年发布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
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
国家中高居第一。今天，任何人都不
应对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
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任何想把中国
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
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 亿多
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
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老百姓
是天，老百姓是地。我们要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
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
策，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
拥护，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
量源泉。全党同志要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坚守人民情怀，永不
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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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亿万人民
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从“能吃饱肚子”到“吃‘净颗子’”，
再到“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
肉”，回忆起陕北黄土高原上老百姓对
幸福生活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深
情讲述：“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
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社会主义道
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小康大家一
起走！”如今，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新的伟大征
程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
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所在，
更是使命所系！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新征程上，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百年大党，大就要有大的样
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吹响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的号角，在各地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为根本遵循，奋勇开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局面，使党不断焕发新的
生机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
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勇于自我革命
始终朝气蓬勃

1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彭家桥街道光明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
早早守候，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2016 年，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社区工作
提出了抓好党建、抓好服务的要求。

5年来，光明社区大力推动基层
党建和社区服务融合共进，得到越来
越多的群众点赞。社区党委书记刘云
娟说：“我们要以建设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的基层党组织为统领，不断提升
服务群众、助力发展的能力，确保党的
全面领导在基层一线鲜明体现，党中
央决策部署在基层有力落实。”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出伟大政党的
鲜明品格。

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区委
书记闻然刚刚回到工作岗位就深入
田间地头走访调研。现场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对党始终保持
先进性纯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
勃，正是因为时刻不忘以‘人民标尺’
检视自己，敢于刮骨疗毒，永葆肌体健
康活力。”闻然说。

“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也是党勇于
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的伟大历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委党校副校长
陈伟表示，要总结好、发扬好党的建设
宝贵经验，一以贯之将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下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整治
各种不正之风，党内形成了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廖怀高说。

党风政风气象一新，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监督体系不断完善……百年
大党的新风貌，让山东省滨州市纪委
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军信心满怀：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
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减、尺度不
松，持续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打铁必须自身硬”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
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向全
党发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动员令。

“建设科技强国、创造新的更大
进步，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一部
举行的学员论坛上，上海《大飞机》杂
志社有限公司总编辑王刚深有感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轮行稳致远，
必须把‘两个维护’真正落到实处。”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贾新田说：“新征程上，我们只
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才能确
保在任何情况下志不改、道不变，办
成更多大事，取得更大成就。”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
紫南村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紫南村党委书记潘柱升说：

“习近平总书记对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提
出了明确要求，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建好
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
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福建省
福州市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
记林海涛说：“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就是要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凝聚起强
大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在大战大考
中经受考验、发挥作用、彰显价值。”

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
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总书记明确提出，着力建设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要求我
们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敢于破除论

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的观念，
为建设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

‘源头活水’。”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
委组织部部长王生龙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次
为我们敲响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警钟。”第十批杭州市对口支援
新疆阿克苏市工作前方指挥部党委书
记黄建正说，“要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
党引领保障作用，清除一切损害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
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党员干部常
常面临各种诱惑，思想稍一放松就容
易被腐败侵蚀，丧失党员本色。”海南
省海口市公安局红岛海岸派出所的

“80后”所长刘智说，“我们必须牢记
总书记讲话，坚守底线才能挺直腰杆
执法为民，才能维护好公平正义。”

永葆初心本色
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锤炼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才
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夏日的河北省武安市白沙村，整
洁大气的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默默
讲述着这个曾经“糠菜半年粮”的穷山
村经历的翻天覆地变化。

“新的起点上，唯有谦虚谨慎、埋
头苦干，拓宽富民新渠道，为百姓无
怨无悔做奉献，走好新时代的‘赶考
路’。”白沙村党委书记侯二河聆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觉浑

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林顺辉说：“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
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同呼吸，我们
一定要听党指挥、金融报国、人民至
上，紧系民生百姓所需，服务实体经
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党就拥有无
比强大力量。

“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为这一伟大奇迹的见证者和参与
者，我们要不负时代、继续努力。”贵
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驻
村第一书记王泽勇说，“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我们基层党组织要始终和
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
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永远奋斗。”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
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总书记说，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这启示我们必须增强
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陈志强说，“基层党
组织要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锻
造勇于担当的‘宽肩膀’‘铁肩膀’。”

“百年风雨早已证明，党永远是中
国人民的主心骨。生活在今天的中
国，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家住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的吴颖说。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记者罗
沙 熊丰 刘硕）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