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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到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从敦煌研究院座谈到云
冈石窟考察，从指出“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到强调“一个
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站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守住民族之魂的战
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和推动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留下了
一段段动人故事。

寻根：“不断加深对中
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
值的认识”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
走过怎样的路？”

漫步于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5000 多年前先人创造的“神之王
国”，其文明的灿烂令观众们发出情
不自禁的追问。

浙江余杭良渚，意为“美丽的水
中之洲”。千百年来，这里埋藏着古
老文明起源的秘密。肩负寻根溯源
的历史使命，4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孜
孜以求，探寻文明留下的最初印记。

但是，新世纪之初的良渚遗址，
曾一度处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
在经济利益面前，许多人并不能理解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揭示文明起源意
义何在。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圣地”——2003 年 7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赴
良渚调研，对遗址的历史地位作出
阐述。

扎实有效的举措有力开展——
设立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余
杭区实行“城市发展反哺遗产保护
机制”、将良渚遗址区外城市开发
所得的部分财政收入用于遗址的

保护……
2007年，格局完整、规模宏大的

良渚古城重现人间；2009年至2015
年，由11条水坝组成、控制范围100
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显露真容……

2016 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
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致信习近平
总书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
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
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
系 统 考 古 发 掘 ，不 断 加 深 对 中
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
认识。”

2019年 7月，在阿塞拜疆举行
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良渚古
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没有根，就没有未来。
50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

展，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
华文明形成发展等关键领域考古项
目重点实施……“十三五”期间，中国
考古重大成果丰硕。

悠久的文明传承，不再仅仅是史
书中泛黄的记忆；每一块铸就民族血
脉的基石上，正深深镌刻下文化自信
的印记。

保护：“祖先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

2020年11月，江苏扬州。
运河两岸，绿意盎然，飞鸟翔

集，亭台错落，移步换景。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位于扬州城南的运河
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沿着亲水步道
一路察看。

“吴城邗，沟通江淮。”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修

建邗沟，欲以水路沟通江淮、争霸中
原。无人料到，这个原本为军事目的

落下的第一锹，最终成为一项泽被千
秋伟大工程的重要起笔。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
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
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
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在码头，
习近平总书记同市民群众亲切交流，
对大运河的保护念兹在兹。

悠悠岁月中，大运河以水波为
曲、桨帆为歌，传唱着中华民族奔腾
浩荡的历史壮歌，积淀了深厚丰富的
文化内涵。

2014年，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激动之余，专家们
道出担忧：申遗成功的大运河，能否
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
以扬州为例。从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起，运河三湾区域聚集了大量农
药厂、制药厂、染化厂等企业，环境污
染严重。

长期以来，这条曾哺育亿万中华
儿女的古老河流，面临着遗产保护压
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
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等突
出问题和困难。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永远
是第一位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

扬州，为了大运河生态而关停
“每年能够交税2个多亿”的化工厂；
杭州，出台我国首个保护运河世界文
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河南，建立遗
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及时掌握大运河
水质、水量、环境等情况……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掀开了大运河
历史的崭新篇章。

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

遗产委员会对我国大运河保护管理
工作高度赞赏。大会报告指出，中国
为应对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方面的
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这非常引人瞩目
且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物保护
力度持续加大，2000多项重点文物
保护工程有效实施；完成第一次全
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国有可移
动文物丰厚“家底”得以摸清；建立
文物违法案件督察约谈机制，开展
卫星遥感监测，完善违法举报受理
机制……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习近平
总书记不断强调的科学理念，让登得上
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的美好画
卷，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

传承：“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精神支撑”

2020年9月28日，考古，这门略显
高冷的学问，走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的课堂。

讲解人陈星灿，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专家。在6
天前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
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同包
括陈星灿在内的发言代表们进行了深
入交流。

“学习的主题是我国考古最新发
现及其意义。”陈星灿回忆说，总书记
对许多考古项目都十分关注，并对做
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要求，其
中之一便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
掘、整理、阐释工作”。

亘古星宇下，敦煌莫高窟静立
千年。

游客们来到洞窟前，拿起手机、
打开AR地图，便能看到九色鹿从壁

画中“飞身而下”。这种利用科技手
段展示文化价值、多渠道感知敦煌文
化的做法，让人惊喜又兴奋。

“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
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时时回响在敦煌人耳畔。

2019 年初秋，河西走廊金风
送爽。

从北京乘机抵达敦煌市，习近平
总书记即前往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
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

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
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时，他对“研究和
弘扬敦煌文化”提出具体要求：“要揭
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
支撑。”

这不仅是对敦煌人的期许，更是
对全国文物工作者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博物馆热”不
断升温，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
创新传播吸引着人们重新认识中华
文明的灿烂。

“十三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每年
举办展览2万多个；《如果国宝会说话》
等文博类电视节目广受好评，《全景故
宫》《全景兵马俑》等一批数字全景展
厅项目让观众在家中“漫游”文化遗产
地；346万件可移动文物数据信息向社
会开放，文创产品引领“国潮”消费新
时尚……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
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

76.7 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
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星散在
广阔中华大地上、绵延于岁月长河
中。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
贵资源，正为亿万中华儿女注入强
大的精神动力。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
施雨岑 冯源 蒋芳 张玉洁）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习近平情系历史文化遗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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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陈石：

你受吉林市北方建业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劳务公司（以下简
称劳务公司）的委派，担任中晨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燃气管道工程的现场施工负责人，现由于你方长期不在施工
现场管理，造成工人无法及时得到工资，工人讨薪信访情况无人处
理，工程秩序混乱。同时，因我公司与劳务公司因客观情况双方已
终止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劳务公司因不清楚你方施工状况及讨薪工
人情况，无法接续处理。现特向你发出公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七
日内，你必须到现场（地址：海南省那大镇文化中路7街3巷7号中
晨宏远海南项目部办公室；联系人：吴波，联系电话：18898491191）
处理工人讨薪、工程量核算、材料核销、工程整改、工程结算等所有
工程相关事宜，并在到达现场5日内将工人讨薪事件处理完毕，其他

事件应在到达现场30日内或相关合同约定的时限内处理完毕。逾
期未到或未处理完毕视为你放弃权利，涉及你方的相关工程由我公
司自行处理，涉及你方的劳务费用、工程款、工人工资及对外债务由
我公司进行单方核算。涉及你方的工人工资及对外债务对我公司
及劳务公司造成影响的，我公司将从涉及你方施工工程款项、履约
保证金及工人工资保证金中扣除并支付相关人员，如果优先动用履
约保证金及工人工资保证金支付的，将从涉及你方的劳务费用（工
程款）中扣除对应数额，恢复履约保证金及工人工资保证金数额。
涉及你方各类款项不足以支付你方拖欠工人工资及对外债务的，如
我公司对此部分进行垫付，我公司将向你方进行追偿。涉及你方的
工程费用及履约保证金我公司及劳务公司将不再支付，发生的一切
后果由你个人承担。

特此公告
中晨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7月8日

海口市海秀东路万利城商厦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6HN0146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海秀东路14号（原18号）万利城
商厦1-3层进行整体招租，该商厦属于海口市繁华地段，人流量
非常大，所属片区已形成较成熟的商务区，交通便利，生活配套
设施完善。一、挂牌底价为4765227元/年租金，以成交价作为
年租金，租赁期限为五年。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二、公
告期：2021年7月8日至2021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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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
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7月8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
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
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
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在
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
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
于2021年7月12日至2021年8月11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
限：2021年7月12日—2021年 8月11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
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
证金，挂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21年8月
11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1年8月3日8:30；截止时间：2021年8月13日15:
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
30至11:30，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
件：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
质量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
的条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
纠纷。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工业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44万元/
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
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
容的组成部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
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
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
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
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
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牌事项如
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
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898-62217899。联系人：梁先
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8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21-
17-2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槟榔城
产业园区内地段

面 积
3.4047公顷

（合51.07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1.0≤容积率≤2.0 建筑限高≤30米
建筑系数≥30% 绿地率≤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1247

竞买保证金（万元）

1247

华洋别墅B型第贰栋房产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15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口市丘海一横路东方洋

开发区（西）华洋别墅B型第贰栋房产，房屋面积为400m2，挂牌
价格为384.8万元，公告期：2021年7月8日至2021年8月4
日。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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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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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7月8日

公告
我单位将于2021年7月9日00:00-06:00

对海南12345热线语音网关平台进行优化升级，

期间海南12345热线省平台将转人工座机接听，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
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
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
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在
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
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
于2021年7月12日至2021年8月11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
限：2021年7月12日—2021年8月11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
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
金，挂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21年8月11
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
始时间：2021年8月1日08：30;截止时间：2021年8月13日15：30。
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
11:30，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
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
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工业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44万元/亩。
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
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
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
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配
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
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
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
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898-62217899。联系人：梁先生。查
询 网 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
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8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21-
17-1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槟榔城
产业园区内地段

面 积
3.8858公顷

（合58.29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1.0≤容积率≤2.0；建筑限高≤30米
建筑系数≥30%；绿地率≤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1427

竞买保证金（万元）

1427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文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国土空
间规划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局拟按程序调整《文昌市总体规划
（空间类2015-2030）》“文昌市冯坡镇贝山村村庄规划”规划地类。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
时间：30天（2021年7月8日至2021年8月6日）。2、公示地点：文昌
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
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
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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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8日

关于进行《文昌市冯坡镇贝山村村庄规划〈文昌市总体规
划（空间类 2015- 2030）〉局部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文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国土空
间规划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局拟按程序新增《文昌市总体规划
（空间类2015-2030）》“文昌硅砂科技综合产业园”开发边界。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
30天（2021年7月8日至2021年8月6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
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
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
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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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8日

关于进行《〈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新增
“文昌硅砂科技综合产业园”开发边界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7月6日23时5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一号05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78次飞行。

图为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杨熙 摄）

我国成功发射
天链一号05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研究中心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在
生态环境部成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7月7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在京召开。

会议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造
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的科学指引和强大思想武器，内涵丰富，意义深
远。研究阐释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成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是
党中央着眼推动全党全社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必将引
领激励各地区各部门把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推动广大党员、领导干
部切实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牢
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定不移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