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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
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紧密结合起来”。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十四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补短板、解难题，聚焦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幸好有政府牵头对危旧房进行
修缮，如今房子不漏雨了，还增加了厕
所和厨房，解决了期盼多年的实际问
题。”在重庆市磁器口正街18号居住
了30多年的居民陈天佑告诉记者，他
家的房屋长期漏雨，一次大的暴风雨
甚至能直接把屋顶吹开。

嘉陵江畔的千年古镇磁器口是重
庆市一张响亮的名片，但由于地处中
心城区，景区、工厂、棚户区、居民小区
交杂在一起。居民房屋年久失修、游
客观光体验不佳等问题愈发凸显。

为此，磁器口所在的重庆沙坪坝
区系统谋划，综合施策，下大力气对磁
器口片区进行整体提档升级。“急难愁
盼”问题逐一化解，“巴渝第一古镇”重
焕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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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直抵人心。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着力补短
板、解难题、兜底线，提高公共服务可
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

夯实民生之本：上半年，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 698 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 63.5%，企业经营活力不

断恢复，人力资源市场呈现供需
两旺；

加强权益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共同
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为网约配
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构筑权益“防护网”；

规范义务教育：重点推进特大城
市和人口流入重点地区进一步完善
入学政策，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坚持
依法治理、综合施策；

坚持“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加快发展租赁住房，落实用
地、税收等支持政策；

深入推进医改：国办印发《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重点工作任
务》，明确要求“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
改经验，加快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
动改革”；

……
沈阳市沈北新区大辛二社区的卫

生所内，干了20多年村医的李洋指着
远程会诊屏幕向记者介绍，现在自己
看不了的病可以通过视频联系沈北新
区中心医院进行专家会诊，居民看病
方便了很多。而坐在李洋对面的，是
中心医院派来的呼吸内科医生。“这里
的社区卫生所，可不再是只能开点基
础药的‘药房’了。”李洋说。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今年2
月1日，沈北新区医疗集团正式挂牌成
立，实行“一竿子管到村”的医疗模式
改革，把百姓急盼的“在家门口放心看
好病”努力变为现实。

针对近期全国出现的多点散发疫
情，各地、各部门采取果断措施，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强化
联防联控。截至8月4日，全国新冠疫
苗接种超17亿剂次。

谋发展、开新局，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片森林价值几何？在福建三明
有独到的“算法”。

“村里一棵树没砍，靠卖碳票就挣
了14万多元。”夏日阳光下，高唐镇常
口村村支书张林顺坐在村口一棵大树
下告诉记者。在他身旁，金溪河缓缓
流过，岸边是几千亩天然阔叶林。

今年5月份，全国首批林业碳票
在三明市签发。常口村领到的碳票涉
及村里3197亩生态公益林。

三明市林业局副局长陈美高介
绍，碳票是以林木生长量增量为测算
基础换算成的碳减排量，从而把“空
气”变成可交易、可收储、可贷款的“真
金白银”。

保护生态环境，是创造高品质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
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
重要特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
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声。”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放到
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把“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新时代
开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
新境界。

北京，海淀区石油共生大院，工业
风的建筑映入眼帘，老式的红砖墙、石
油管道融合空中连廊，设计新颖。但

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幅满眼衰败、空
间杂乱的景象。

“从满足居民的生存需求，到满足
文化健体、养老育儿的升级需求，再到
规划满足科技交流等新需求，街道党
工委在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20世纪70年代就居住在大院的
居民朱开成说。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十四五”开局之年上半程，中国
经济同比增长12.7%，呈现持续稳定
恢复、稳中向好态势。同时，百姓生活
指标稳步发展——夏粮总产量超1.4
亿吨喜获丰收，居民收入同步持续增
长，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下降0.6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市
场预期回稳向好……

“经济稳定恢复为居民收入增长提
供良好基础，也为下一阶段收入增长提
供了较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
活相得益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许光建说。

抓衔接、促振兴，在更
高起点谋划推进共同富裕

盛夏时日，蔬果飘香，陕西省麟
游县酒房镇秦绿农业科技产业园内
一派热闹丰收景象。员工辛勤劳动，
第一茬甘蓝、白菜采收已近尾声，第
二茬蔬菜栽植也将开始。“掌握好时
间节点，精心作务，才能种成上好有
机菜。”陕西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佳乐说。

在企业示范引领带动的作用下，
酒房镇今年蔬菜种植面积达 1.5 万
亩，全镇500余户群众依托蔬菜产业，
户均增收万元以上。曾经的脱贫攻坚

主战场，如今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康庄
大道上稳步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产
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
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产业振兴是农民增收的有
力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

莲子饮料、莲花盆景等新产品在
市场崭露头角，在册从事湘莲加工制
作企业超过200家……随着产品创新
和市场需求上升，湖南省湘潭县花石
镇正在开启新一轮的湘莲产业。

花石镇因莲而兴，依靠莲子成了
湖南省首批10个农业特色小镇之一，
近几年通过探索创新，转变思路，在莲
子产品创新的基础上增加了集观光、
采摘、休闲等方式于一体的发展模式，
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当地人
员就业，“莲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乡
村振兴的新亮点。

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公布，聚焦改
善脱贫地区发展条件、增强发展内
生动力；

6月，我国第一部以“乡村振兴”
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围绕增加农
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个核心，
针对城乡融合发展、人才资金等要素
支持、工作责任落实等问题提出了一
揽子举措；

7月，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启
动，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前不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如今，浙江全
省上下纷纷动员起来，各地区抓落实、
作部署、定方案，朝着2025年取得明
显实质性进展、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
富裕的目标探索前进，也为全国推动
共同富裕做出示范。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
齐中熙 樊曦 叶昊鸣）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述评之三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10日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
宛大使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
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
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
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

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
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
遍共识，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
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实

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
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
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
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也正告台
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
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10日应询表示，我们正
告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

“独”挑衅，只能自食恶果。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有记者问，8月10日下午，外交部
发言人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发表谈话，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对此有

何评论？马晓光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马晓光指出，我相关部门已表明

我严正立场。我要再次强调，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
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只能自食恶果

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退役军人事务部办
公厅、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促进退役士兵
就业发展，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等
作出部署。

《通知》明确，着眼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建设需要，面向退役士兵开辟专门通道，单列专项
计划招录，数量不少于年度消防员招录总规模的三
分之一。紧贴退役士兵实际，兼顾消防救援职业特
点，放宽招录条件，退役士兵年龄放宽至24周岁，
原在部队从事通信、防化、航空、潜水等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经批准年龄可放
宽至28周岁。优先招录中共党员、立功受奖人员、
烈士遗属。录用后，退役士兵服现役年限计入工作
时间，按有关规定确定衔级职级和工资待遇。

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海南小畅飞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于淼）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万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和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荔枝沟陈俊旭食品配送部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SJ46020000000869，声明作废。
●海南陵水富力湾开发有限公司
英迪格酒店分公司遗失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号：46902820190004，声
明作废。
●周群遗失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开具的押金收据一份，收据
号：1600370，金额：100000元，声
明作废。

●陈仁山遗失琼D6A617（黄色）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469007100290号，声明作废。
●儋州市南华煤气炉具有限公司油
棕新区煤气供应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90159466-X，
声明作废。
●东方市四更浙客隆超市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J46900700000201，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
公司卓亿手机通信店不慎遗失海
南电信资金往来专用收据2张，票
号为：3016799-3016800，特此声
明作废。
●出租人：徐智兰、承租人：邱景范
遗失座落于五金交电化工公司振
东街68号宿舍楼C栋402房的房
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2019]
第35956号，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秦良瓦罐煨汤饭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0041927，声明作废。
● 肖 俊 芳（ 身 份 证 号 码 ：
341281198204023242）于 2020
年11月14日在海口市中国人民解
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八医院出
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U460041659,特此声明。
●任光荣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铭泰度假酒店房权证，证
号：陵房权证光坡字第10173号，
声明作废。
●王美玉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铭泰度假酒店房权证，证
号：陵房权证光坡字第10166号，
声明作废。
●吴光敏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铭泰度假酒店房权证，证
号：陵房权证光坡字第10167号，
声明作废。
●海南融琪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改制公告
海南三江工业贸易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2014215737）
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
分局申请改制，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联系人：李一星，电
话：18976216677。

2021年8月10日

海南东方工业园区富岛公司
35000立方液氨接收站

项目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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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ghbgjw.com/in
dex.aspx?menuid=5&type=ar
ticleinfo&lanmuid=10&infoid=
203。建设单位：海洋石油富岛有限
公司，联系人：王永京，电话：
13876546637。 邮 箱 ：
wangyj79@cnooc.com.cn。起 止
时间：2021年7月27日-8月16日

注销公告
三亚蓝海心理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0200MJY283

881H）拟向三亚市民政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到本服务中心办理相

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昌洋幼儿园

拟向海口市美兰区民政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来我园办理相关事宜。

●黄建新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铭泰度假酒店房权证，证
号：陵房权证光坡字第10163号，
声明作废。
●陈启水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铭泰度假酒店房权证，证
号：陵房权证光坡字第10168号，
声明作废。
●王莉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5198010114220，特此
声明。
●洋浦泰吉实业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及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
册号：28423698-9，现声明作废。
●康莉不慎遗失海南万宁石梅半
岛36地块39号楼2单元301室购
房定金收据一张，编号：8828854，
金额：100000元整，声明作废。
●海南海兴隆商贸有限公司澄迈
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法人章一
枚，声明作废。
●王宇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有
限公司绿地城项目收据一张，金
额 ：203000 元 ，收 据 编 号:
0018111，开具时间2017年12月
23日，特此声明。
●王维东遗失海南省东方市东方-
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2#商务楼
2-1608室，商品房认购协议1份，
协议编号：8600762；购房定金收
据 1 张，编号：0002293，金额：
2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槟榔产业园有限公司遗失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编号:
469006201711030101，声明作废。
●昌江海盛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昌渔10435所有权证登记证船检
证460003A110036，登记证琼昌
（2011）第110435，声明作废。
●昌江海盛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昌渔10436所有权证登记证船检
证460003A110038，登记证琼昌
（2011）第110436，声明作废。

致歉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
2021年7月31日，本人韩耀祥（身
份证号：610326198710021536）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过
程中，未能严格按照《电力安全工
作规程》的要求，不慎误碰电力线
路，导致220KV龙平线故障跳闸，
给贵局造成十分不良影响，这是本
人工作上的失职。因此在此郑重
的向贵局致歉!
本人将认真汲取教训，加强安全防
范意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此致敬礼!

韩耀祥
2021年7月31日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于
2016年12月12日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南开乡革新村路口
被捡拾，当时男婴

刚出生。男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
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898-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8月10日

减资公告
世远汽车（海南）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 91460000MA5TQ25Q46）经

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金人

民币 1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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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洋浦泰吉实业公司（注册号：

28423698-9）拟向洋浦经济开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见报日起45

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仓库招租
府城红城湖路周边有1000平方米

的仓库招租。陈小姐13005008379

招租
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 41层

439m2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海南美成渔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 船 舶 检 验 证 书 ，证 号 为 ：
4690280190008，船 号 ：琼 临 渔
82006，声明作废。
●麦赵红（身份证号4600281977
10210816）遗失渔船员证书,证书
号：460028197710212X49，现声
明作废。
●燕俊杰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
限公司D区二期A组团G5-2-102
产证费用一张，编号:5462879，金
额:136883元，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广利通信连锁手机体
验店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分公司押金收据，编号：
201209894516，户名：梁其秀，金
额：5000元（伍仟圆整），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广利通信连锁手机体验
店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分公司实名制押金收据，编号：
201605610007，户名：梁其秀，金
额：3000元（叁仟圆整），声明作废。
●黄克学遗失陵水海韵广场合同
履约保证金收据原件，编号:
9461554，金额:35598元，(攀成钢
钢管厂小郡肝店)，现声明作废。
●赵杨遗失三亚哈达农副产品交
易有限公司开具的三亚恒大御府
项目17-18栋 2单元704房认购
书及收据各一张，认购书编号：
1712176，收据编号:2033346,收
据金额:2410708元,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坡村民委员会黄
家上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4907604，声
明作废。
●澄迈县瑞溪镇仙儒村民委员会江
湾村民小组遗失澄迈县瑞溪农村信
用合作社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2173101，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夏富村民委员会
封克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4456904，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海秀支公司营业场所

迁址公告
根据海南银保监局备案回复通知

书（琼银保寿备〔2021〕42号）内

容，海南银保监局收到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秀

支公司营业场所变更的备案材料，

并同意其地址由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

三楼南区迁至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绿地新海岸 1号楼 11层 1102

室。现将新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

如下：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绿地新海岸1号楼 11层 1102

室，邮编：570311，电话：0898-

68641734，传真：0898-68641734。

特此公告。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新设机构：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中心支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

路西侧22-1号北楼2层。许可证

编号：0247787，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010460100。负责人：王曙光，

联系电话：0898-68511359。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险、家庭

财产损失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

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责任保险、信

用保证保险、种植业保险、养殖业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财

产保险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颁发日期：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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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商铺出售
海口市府城高登街高登大厦一、二

楼商铺对外出售，每层建筑面积

1200m2，可单独出售，有意者请联

系，电话：1315898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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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声 明

前7月我国进出口
增速创10年新高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于佳欣）根据
商务部10日发布的数据，1至7月，我国进出口、
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24.5%、24.5%、24.4%，增速均为10年来新高。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我国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21.34 万亿元、
11.66万亿元、9.68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10.6%、10.9%、10.2%。7月当月，进出口3.27万
亿元，规模仅次于6月，为历史单月次高。

根据商务部消息，前7月我国对美国、欧盟、
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合计增长22.6%。同时，与
新兴市场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对东盟、拉美、非洲
等新兴市场出口合计增长26.5%，拉高整体出口
增速13个百分点。

各类市场主体富有活力。1至7月，民营企
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出口分别增长30.1%、
16.7%、17.9%。新增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超
11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近95%。

值得一提的是，外贸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
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同比增长44.1%，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出口同比增长49.1%。新能源汽车带动
汽车出口增长，1 至 7 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102.5%，增速创历史同期新高。

乱港毒瘤“香港教育专业
人员协会”宣布解散

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 长期从事反中乱港
活动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10
日宣布解散，并即时停止招收新会员和续会安排。

“教协”长年以教师组织名义煽动暴力、宣扬
“港独”。针对“教协”反中乱港活动，香港各界多
次提出批评，指出香港教育要正本清源，必须铲除

“教协”这一乱港毒瘤。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7月
31日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