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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无论是在一系列

中央重要会议上明确发展基调，还是在
考察调研中对做好地方工作提出要求，
无论是审议一系列重要文件时突出强
调，还是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代表团审议
时殷切嘱托，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
示一以贯之。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落实“六稳”“六保”政
策，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
币政策助力经济稳中向好，通过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蹄疾步稳。

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
凝神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堵点，
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努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
当家作主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抓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法治社会
建设实施纲要及新一轮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纲要实施，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

更加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
的精华”，更加注重“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赓续红色血脉，激扬文化自信；

以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
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
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
设整体布局，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打下更坚实基础；

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加快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 ……
一次次重要指示，一项项长远部署，

落子大棋局。胸怀“国之大者”，习近平
总书记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宏阔的战略
格局、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真挚的为民情
怀，为新征程定向领航。

（二）“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河南南阳，陶岔渠首，粼粼波光，一
碧万顷。丹江口水库的水从这里出发，
奔流千里，泽润北方。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5 月中
旬，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专题调研南
水北调，擘画这一新的世纪画卷，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
安全保障。

远望西南，数千公里外的世界屋脊，
新开通的川藏铁路拉林段，又一列“复兴
号”呼啸而过，穿山跨江。

“统筹谋划好西部边疆铁路网建
设”——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
考察期间，坐上专列实地察看川藏铁路
建设情况，更放眼广袤西部，勾画美丽中
国的交通新图景。

大国之治，江山为基。水网，路网，
习近平总书记筹划这两件“国之大事”，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对于推动高质量
发展具有标志意义。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
紧抓好的工作。”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
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
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
本目的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语中的。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升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
科技创新，居“十四五”各项任务首

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化这个第一动力。

3月24日，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自主创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的光学镜头变身高精尖设备的“眼
睛”——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进车
间、看工艺、问销路，饶有兴致。

“‘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
必须靠创新”“我们要进入科技发展第一
方阵，就得靠我们自己”……总书记的
话，语重心长。

通过视频察看国之重器“中国天眼”
现场，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考察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出席“科技三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今年以来，总书记始终
心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2.7%
继续领跑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和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达53%和
61.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3.5%……“十四五”开局高分答卷，反
映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坚持绿色发展，增强高质量发展鲜
明底色——

6月，青海湖畔。
“水质怎么样？”“鸟类有多少种？”

“禁渔是怎么搞的？”
正在这里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

问得仔细，叮嘱要“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
极生态”。

2月在贵州毕节看乌江，3月在福建
深入武夷山考察，4月在广西桂林乘船
考察漓江阳朔段，5月在河南南阳了解
南水北调中线情况，7月在西藏一路关
注绿色发展……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国内
考察，必看环保、必谈生态。

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落地，激发高
质量发展新优势——

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
案》，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指导意见》……

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23%，外资外贸规模双双创下同
期历史最好水平，不断厚植发展新优势。

找准自身优势，下好全国一盘棋。
在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强调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
业、最具活力的企业”；在广西柳州，考察
装备制造和螺蛳粉“一重一轻”两个产业；
在贵州，考察当地特色苗绣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全国高质量发展
把舵领航的同时，也为地方融入新发展
格局、探索特色之路指明方向。

在关键处落子，下好先手棋。
稳扎稳打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在新

的更高起点上赋予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的历史新使命……

“十四五”新开局，我国加大改革攻
坚力度，坚持高水平开放，把握未来发展
主动权，不断开辟发展新空间。

迈入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
指引，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路径，在危机
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坚定高质量
发展的中国乘风破浪，坚定前行。

（三）“更好的生活，我们
一起来推动、来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哪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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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
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这番话，作
出了明确回答。

3个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
海考察调研。

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平
均海拔3300米。蓝天白云下，一排排平
房小院错落有致。

总书记走进村民索南才让家，看到
一家人美满幸福，问道：“下一步，你们生
活上还有什么期盼、什么打算吗？”

激动不已的索南才让不知如何回
答，一个劲儿地说：“没有了、没有了。”

总书记微笑着说：“更好的生活，我
们一起来推动、来实现。”

更好的生活，是人民对共同富裕的
共同期盼。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
察，来到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走进村
民王德利家的三层小楼。

王德利告诉总书记，他家在村里最
早一批种葡萄，一共12亩，农闲时外出
打工，去年全家收入14万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从整个国家
来讲，实现了全面小康，接下来要走推进
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
道路上，农村就是要推进乡村振兴，方方
面面都还要芝麻开花节节高。”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
们，真的感谢您。”王德利激动地说。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
是人民的幸福生活。”总书记回答。

为了“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一个个村庄，从指出“因地制宜选择富民
产业”到强调“坚持科技兴农”，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指明方向和路径。

为了“国之大者”，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聚焦乡村振兴，6月1日起乡村振兴促
进法施行，相关部门连续出台有关粮食
安全、种业发展、农业现代化等改革措施
……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9248元，实际增长14.1%，增
速快于城镇居民3.4个百分点，农民的钱
袋子更鼓了，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
续缩小。

更好的生活，是人民对高品质生活
的期待。

如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人民群众
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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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政协联组会上听取意见和建议时，一
位委员谈到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

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问题
都属于社会性问题，不是教育部门单独
可以解决的，需要社会各方面、各有关部
门共同努力研究解决。”

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两个多月
后，意见对外发布，提出坚持从严治理、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一系列硬核举
措。

三明医改，全国闻名。今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来到三明
市沙县总医院。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

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总书记
强调。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三
明大胆闯、大胆试，走出一条新路。

放眼全国，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挂牌，到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再到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试点，今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步
伐加快。

谈到下一步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
“看大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
决，日常的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这个
工作要在‘十四五’期间起步。”

从实现“上好学”的愿望到满足“看
好病”的期盼，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到
优化生育政策，从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
业到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一枝一叶、一点一滴，写下高品质生
活的注脚，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为
民情怀。

（四）“始终不渝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当2021年的钟声敲响时，全世界都
在期盼，新冠肺炎疫情尽早终结。

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中的一番话
拨动了世人的心弦——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
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
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我同国
际上新老朋友进行了多次通话，出席了
多场‘云会议’，谈得最多的就是和衷共
济、团结抗疫。”

2021年已经过半，放眼世界，人类
仍在历史的关口徘徊。

一方面，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
变异，抗疫仍是各国当务之急；另一方
面，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继续上升，国际社会面临多边与单
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重大考
验。

世界向何处去？我们应当作出何种
选择？

8月5日，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
次会议“云端”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今年全年，中国
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中国
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
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

当晚，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发布声明，
感谢中国的慷慨贡献，表示“这将有助于
拯救世界各地的生命”。

两个多月前，着眼于弥合“免疫鸿
沟”、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可及，习近平
总书记倡议设立这一论坛。此时，会议
通过的联合声明，写入“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中国理念，呼吁团结协作应对疫
情挑战。

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必须坚
持团结合作，必须坚持多边主义。

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应邀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
发表特别致辞，深刻剖析“这个时代面临
的四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的
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
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呼吁“让多边主义火炬照亮人类
前行之路”。

5月6日晚，北京中南海。
热线电话，跨越浩渺大洋，联通中国

与联合国。
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

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谈到多边主义。他
说：“多边主义离不开联合国，离不开国

际法，也离不开各国合作。世界需要真
正的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
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
国共同掌握。“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
总书记繁忙的“云外交”日程，正是中国
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生动印证——

同联合国秘书长通话当天，还分别
同土库曼斯坦、古巴领导人通电话；第二
天，又同塞拉利昂、刚果（金）领导人和
国际奥委会主席通电话……今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已同外国领导人、国际组
织负责人等通电话50次。

视频会晤、书信往来……除了频密的
“电话外交”，新征程开启之年，着眼于为
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着眼于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
还通过多种方式同世界深度交流互动
——

中俄元首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
目开工仪式，并举行视频会晤；中法德领
导人举行两次视频峰会；举行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同各国各界友人
频繁互致信函……

特别是在一场场重大多边“云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个团
结合作、共克时艰的中国方案，彰显应
对变局、开创新局的中国担当、中国力
量——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纵论加强全球
治理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领导
人气候峰会共商应对气候变化之策；在
全球健康峰会宣布支持各国团结抗疫重
大举措；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倡议引领世界经济复苏……

7月6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

壮观党旗旗阵簇拥中，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主会场光彩夺
目。长34米、高6米的巨型组合屏幕上，
习近平总书记同160多个国家的500多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同框”。

“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是峰
会的主题。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举
办这样一场峰会，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
历久弥坚的“天下情怀”——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
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年初的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郑重表示。

“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
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
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党百年庆
典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踏上新征程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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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国深化友谊、加强合作，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
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五）“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之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既是时间的刻
度，更是奋斗的标尺。站在天安门城楼
上，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
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盛世大典，是对百年辉煌的深情致
敬，也是再启新局的重新出发。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红色大厅气氛庄严，习近平总书记
带领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员领导干部，举
起右拳，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灯光璀璨，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
章”，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内最高荣誉授予
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历史不会忘记：从表彰全国“两优一
先”，到评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再到以
党中央的名义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
念章……

大庆之年、开局之年，一系列“特殊
安排”，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
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汇聚起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
察。

乌蒙山深处，迈步乌江河畔，总书记
如是感叹：“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
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此行考察，他再次强调：“遵义会议
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
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
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方能开未
来。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又一场党内
集中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
如荼展开。

3月在福建考察时，阐释“学史明
理”；

4月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学史增
信”；

6月在青海考察时，解读“学史崇
德”；

7月在西藏考察时，号召“学史力
行”；

“七一”前夕，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
参观北大红楼、丰泽园毛泽东同志故居，
采取参观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带头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

通过一次次亲身示范和现场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从党
史这堂“必修课”中汲取继续前进的精神
滋养。

新征程上，不会一帆风顺。
今年入夏以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

强降雨，一些城市发生严重内涝，防汛形
势十分严峻；当前疫情输入风险加大，全
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暴发态势，防
疫工作不可掉以轻心；围绕中美关系、涉
疆、涉港、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一系列
较量博弈不可避免……

新征程上，更需砥砺奋进。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在“七一”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伟大建党精
神，鲜明标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
深刻阐释中国奇迹的精神密码。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逢山开道、遇
水架桥。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
团结，有中国共产党人昂扬奋斗的精神，
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
历史进程的底气所在。

4月25日，广西全州，湘江之畔。
来到当年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战场，

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语气坚定——
“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们对实现下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赵
承 霍小光 邹伟 赵超 韩洁 朱基钗 杨
依军）

乘风破浪开新局

广告·热线：66810888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025 房 收 据 ，编 号

HN2051328，特此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2201 房 收 据 ，编 号

HN2051329，特此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025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G2499169，特此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2201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G7829169，特此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324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G0941169，特此声明作废。

分立公告
海南中玉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海南中

玉药业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

资本4700万元)和中玉制药(定安)

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300

万元)，分立前的海南中玉药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存续公司全

部承担。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天内要求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

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

此公告

海南中玉药业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5日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大山村委

会仁让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土桥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2688403，声明作废。

●刘允晨（于2021年08月06日)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150202198912201538，声 明 作

废。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占道扬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 [证号：东方国用（八
所）字第1812号]补档地籍调查事
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示范路，土
地面积为12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
至为：东至张文秀，南至六米公路，
西至张顺利，北至五米公路。凡对
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
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
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自然资源调
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
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15日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324 房 收 据 ，编 号

HN2051332，特此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607 房 收 据 ，编 号

HN2051331，特此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801 房 收 据 ，编 号

HN2051330，特此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土地通告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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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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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607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G9066169，特此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1801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G6613169，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平平汽车修理厂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