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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约定”

“不可想象，没有森林，地球和人
类会是什么样子。”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植树造林、
国土绿化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我国生
态欠账依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脆弱仍
是一个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地处闽西山区的长汀县曾是南方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85
年，长汀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46.2万
亩，占全县面积的31.5%。“山光、水
浊、田瘦、人穷”，道出了长汀的困境。

1999年11月27日，时任福建省
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专程来到
长汀。当了解到水土流失面积仍超过
百万亩时，他的神情严肃起来，对在场

的干部说：“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
八到十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
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

不久，长汀建设生态园，习近平专
门托人送去1000元，为生态园捐种了
一棵香樟树。

一任接着一任干，锲而不舍抓下
去。

如今的长汀已经是绿满山、果飘
香。截至2019年底，当地水土流失面
积减少到约34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
80%。森林保住了水土，也汇聚了财
富。当地百姓发展林下经济，日子越
过越红火。

植树造林，绿化家园，是造福千秋
万代的事，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一直
有着十分重要的分量。

2021年4月2日，春风拂绿，万象
更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温榆河的植树点，同首都群众
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已经是习近平
总书记连续第9年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这个与春天的“绿色约定”，习近平
总书记从未失约，以实际行动带动全
社会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

油松、矮紫杉、红瑞木、碧桃、楸
树、西府海棠……习近平总书记接连
种下6棵树苗。

2021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在场的干部群
众表示，“4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齐心
协力、锲而不舍，祖国大地绿色越来越
多，城乡人居环境越来越美，成为全球
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精神，
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

“人人出力，日积月累，让我们美
丽的祖国更加美丽”；

“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
同参与，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是推进国土
绿化的有效途径，是传播生态文明理
念的重要载体”；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植树活动提

出要求。
众人植树树成林。如今，绿色理念

深入人心、植树造林蔚然成风。随着持
续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我国实现

了森林资源连续增长，沙化荒漠化土地
面积连续减少，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全球生态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爱母亲河

2018年 4月 24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太平
溪镇许家冲村。这里位于长江北岸，
紧邻三峡大坝，俯临长江，景色秀美。

村民告诉总书记，过去是在江边
洗衣服。现在村里建了洗衣池，大家
都用无磷洗衣粉和肥皂洗衣服，污水
进行集中处理，这样既照顾到生活习
惯又很环保。

“看得出来，总书记为我们老百姓
自发保护长江母亲河而高兴。”

对母亲河的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
最为牵挂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这是总书记聚焦长江经
济带发展召开的第三场专题座谈会。

2016年，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此时，正是沿岸一些地方快马加
鞭上项目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用“好
像是泼了一盆冷水”来形容。

2018年，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明长江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

“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
的‘无鱼’等级”；

“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
排放基数大”；

“长江岸线、港口乱占滥用、占而
不用、多占少用、粗放利用的问题仍然
突出”；

“流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
习近平总书记走得近、看得深、想

得远。
“化工围江”问题，是长江生态环境

的“顽疾”。整改推进得如何？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去看。

在长江边的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
产业园，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到沿江码
头坡道，实地察看沿江设施拆除、码头
复绿、排污口整治情况。

2年多时间，园区内原来临江建
设的生产设施和码头已经搬迁和拆
除，腾出岸线950米，退让用地800多

亩，并完成全面绿化。
听说宜昌推动沿江134家化工企

业关、转、搬，引导向高端产业发展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长江
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企业搬
迁要做到人清、设备清、垃圾清、土地
清，彻底根除长江污染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搞大开发
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
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020年11月12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来到长江边，在江苏省南
通市五山地区滨江片区实地察看。

过去这段岸线小景区、老港区、破
厂区、旧小区相互交织，还有一个当时
全国最大的进口硫磺集散基地。

“化工企业是关了、转了，还是升
级了？”“硫磺集散基地真正取消了
吗？”总书记追问。

“化工企业都关了，硫磺集散基地
也下决心取消了，请总书记放心。”当
地同志回答。

近年来，沿江省市扎实推进八大
专项行动，2020年干流首次全线达到
Ⅱ类水质；今年沿江20多万渔民退捕
上岸，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10
年禁渔；“化工围江”难题加速破解，着
力构建长江绿色生态廊道……

长江母亲河正在呈现出新的勃勃
生机。

亲自“出题”和“验收”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离京赴陕西考察。秦岭，是这次考察
的第一站。

站在海拔1700米的月亮垭，眺望
秦岭牛背梁主峰，习近平总书记语重
心长地对随行的有关负责同志说：“保
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
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秦岭生态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牵挂的老问题。这次陕西考察，也是
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一次验收。

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是黄河、长江流域的重要水源涵养
地，也是中华民族的祖脉、中华文化的
重要象征。

然而，前些年一些人盯上秦岭的
好山好水，企图将“国家公园”变为“私
家花园”，一栋栋违规、违法修建的别

墅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严重破坏
当地生态环境。

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治沉疴，需下猛药。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第六次作出重要批
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
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

当月下旬，中央专门派出专项整
治工作组入驻陕西。随着专项整治行
动的展开，1194栋违建别墅被彻底整
治，4557亩土地被收归国有。

如今，依山而建的连片别墅不见
了踪影，成片的杨树、松树郁郁葱葱，
没有别墅遮挡，一眼就能望到秦岭山
脚。秦岭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美丽。

亲自“出题”，亲自“验收”。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
重损害生态环境事件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
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一度十
分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坚决整改。

2019年8月20日，祁连山北麓的
大马营草原，水草丰茂，骏马奔腾。正
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农
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实地
了解马场改革发展和祁连山生态修复
保护情况。

得知中央提出的整改任务已基本
完成，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给
予肯定：“这些年来祁连山生态保护由
乱到治，大见成效。”

“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踩着
西瓜皮往下溜，而是要继续爬坡过坎，
实现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可以成
为金山银山。”远眺巍巍祁连，习近平
总书记以生动的比喻，强调生态保护
工作必须保持定力、持之以恒。

中国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和建设
生态文明的决心和成果，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肯定与赞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
厄·安诺生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美妙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中国在环境修复上付出了巨
大努力，改变了曾经被污染的土地、河
水和天空。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
高敬）

“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
——习近平抓生态保护的故事

●海南中壳能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267529796721，
核准号：J6410033884401，声明作废。

●琼中营根金信和手机卖场（网点
编码：HNQZM003），遗失中国移
动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资金往来购
机押金发票1份，票号：17434853，
金额：24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龙捷汽车贸易租赁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6
MA5RPP5TXB）遗失公章，现声
明作废。
●海南喜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梁明康不慎遗失临高富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认购书一份，名
称：富力悦海湾C3栋2403号房，
2021年 1月 5日认购，认购书编
号：HK401728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泰裕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公司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英曦新能源有限公司经公司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本人陈惟恒不慎遗失海南华侨
城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
海岸项目认购书一份，共两页。认
购书为：东区6-302房的认购书
（编号0001442），声明作废。
●万海蓉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修资金
收据，收据编号：雅恒0062094，金
额5757.6元，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王玉微商小吃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件编号：
JY24601050023899，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塘北村民委员会
小生美村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44590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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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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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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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树出售

出售6000株小叶榄仁景观树

树龄10年，胸径20-40公分，

半价处理。吴先生18608965222

海口市区、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经营中酒店出售。

产权清晰，18689753791。

酒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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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亭勤富产业园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东
路镇约亭工业园区内，该项目共涉及两宗地块（包含地块一86.38亩，
地块二94.2亩），其中94.2亩的宗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86.37亩已签
订土地出让合同，证载用途均为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120392平方
米（折合180.58亩），建设单位为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规划设计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54141.96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191905.58
平方米，总建筑基底面积70231.46平方米，容积率1.59，建筑密度
58.34%，绿地率4.11%，建筑层数6层，停车位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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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相关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21年7
月11日至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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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约亭勤富产业园
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广告·热线：66810888

三部门印发意见

推动涉案未成年人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刘硕）《关
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意见》10日向社会公布。该意见由最高
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近日共同印发，旨在建立健全涉未成年人案件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系，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提升
家庭教育能力，切实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意见要求，对于四类情形应当进行家庭教育
情况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提出改进家庭教育意见，必要时可责令
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四类情形包括：未成年人
因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或者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因未达到刑事责任
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遭受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侵
害的；其他应当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

意见强调，对办案中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存在监护教育不当或失管失教问题，
尚未导致未成年人行为偏差或遭受侵害后果的，
应当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对
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如离异和重组家庭、父母长
期分离家庭、收养家庭、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家庭、
强制戒毒人员家庭、服刑人员家庭、残疾人家庭、
曾遭受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等，更要加
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主动提出指导需求的，应予支持。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多发地区，城市流动人口集中、城乡接合
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等重点地区要结合办案广
泛开展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王思北）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0日就《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掌握
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
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征求意见稿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
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处理
活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进行网络
安全审查。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采
购活动、数据处理活动以及国外上市可能带来的
国家安全风险，主要考虑产品和服务使用后带来
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
坏的风险；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被
窃取、泄露、毁损以及非法利用或出境的风险；国
外上市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
或大量个人信息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
的风险等因素。

市场监管总局：

依法禁止虎牙公司与
斗鱼公司合并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电 2021年 1月 4
日，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腾讯）申报的虎牙公司（以下简称虎牙）与斗鱼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鱼）合并案，依法进
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审查表明，本案相关市场为中国境内网络游
戏运营服务市场和游戏直播市场。腾讯在上游网
络游戏运营服务市场份额超过40%，排名第一；
虎牙和斗鱼在下游游戏直播市场份额分别超过
40%和30%，排名第一、第二，合计超过70%。目
前，腾讯已具有对虎牙的单独控制权和对斗鱼的
共同控制权。如虎牙与斗鱼合并，将使腾讯单独
控制合并后实体，进一步强化腾讯在游戏直播市
场的支配地位，同时使腾讯有能力和动机在上下
游市场实施闭环管理和双向纵向封锁，具有或者
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不利于市场公平竞
争、可能减损消费者利益，也不利于网络游戏和游
戏直播市场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经评估，腾讯提
出的附加限制性条件承诺方案不能有效解决前述
竞争关注。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和《经营者
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市场监管总
局决定依法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
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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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
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
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
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建立中国
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
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
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一

百年来，正是坚持一以贯之的斗争
精神，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
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创造了
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
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迎来了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
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
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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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
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
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
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
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
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
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全过程。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
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
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团结带领人
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
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
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
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

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
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
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在前
进道路上，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
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
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
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
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
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
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我们的头脑
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
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
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

“乱云飞渡仍从容”。要抓住建党一

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
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
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
为夷的能力水平，坚定斗争意志，骨
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以居
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坚如磐石的战略
定力、勇于斗争的奋进姿态，奋勇搏
击、迎难而上，闯关夺隘、攻城拔寨，我
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
难险阻，“中国号”巨轮就一定能继续
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新征程上，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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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每天早晨
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
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
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
时感觉舒适一点。”

2014年 11月 10日，
夜晚的水立方灯光璀璨。
APEC欢迎宴会正在这
里举行。面对中外来宾，
习近平主席坦诚地说。

那时，立冬刚过，北方
地区进入雾霾多发的季
节。然而，这次会议期间，
北京的天蓝得让人惊喜。

有人说，“APEC蓝”
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
就没了。

直面问题和疑虑，
习近平以十足的底气告诉
世界——

“我们正在全力进行
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我希望北京乃至全
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
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
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
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
很重要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