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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厚德福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1007029）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60100713813589，声明作废。

●澄迈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67108871XX）遗 失 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白马井镇松鸣村委会文
汉黎宅村民小组遗失农业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0473301，声明作废。
● 陈 玉 成 ( 身 份 证 号:
460034197610010013)不慎遗失
陵水县陵城镇北斗路136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用（陵城）
字第01917号，声明作废。
● 陈 玉 亮 ( 身 份 证 号:
460034197911260016)不慎遗失
陵水县陵城镇北斗路136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用（陵城）
字第01919号，声明作废。
●白子都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
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银滩
A09区一期洋房SA5幢720号房
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32228号，声明作废。
●白子都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
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银滩
A09区一期洋房SA5幢820号房
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32235号，声明作废。

公告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教学综合楼
周边及校门周边改造工程”及“众
绚楼顶棚维修项目”向社会邀请有
资质单的施工单位。一、项目概
况：教学综合楼周边及校门周边改
造工程，工程预算为 352203.01
元；众绚楼顶棚维修项目，工程预
算为142447元。二、报名时间：
2021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
联系人：邓老师 联系电话：
18889938699

●河南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一证通数字证书，编号：
23031966，声明作废。
●刘阿芳（于2021年9月28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30626198911142468，特 此 声
明。
●梁团球遗失坐落于仁里北社区
143 号 304 房的房屋租赁证，证
号：龙房租证（2019）第57625号，
声明作废。
●儋州市白马井镇英丰村委会超
头村村民小组遗失儋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白马井信用社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7358301，
声明作废。
●海南中运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申江东）一枚，声明作
废。
●王美香遗失海南省人民医疗住
院 收 费 票 据 ，票 据 号 码 ：
Z00000171059， 住 院 号 ：
1174781，金额：9097.28元，声明
作废。
●冯善运不慎遗失大勇商厦四层
二排9号铺面保证金一份，金额
为：13200元，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南耀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东环铁路新海口站站前广场及
周边配套设施项目(东站国际商业
广场)10KV外电引入工程施工项
目已竣工结算，现我公司成立项目
清算组，负责处理该工程项目债权
债务等后续事宜，请与本项目有债
务关系的所有人或机构见公告之
日起45天内持相关合同及证件向
清算组申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
理 。 联 系 电 话: 15008917117
(高经理)。

海南耀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800m2写字楼低价出售或招租
位于海口市龙昆北，精装办公齐全

适合企业商务会务18189771523

公 告
海南心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胡笳、张萌、黄思
思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
案字〔2021〕第985、986、987号），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劳动仲裁申请
书及证据副本等，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海口
市西沙路 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12月14
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审
理，如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28日

减资公告
中巨建设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MDKQ8A）经
股东会议决定，投注资本由原人民
币50000万元减至10000万元，原
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杨庆川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许可证号:469005004471，现
声明作废。
●长影粤海（海南）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海口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房产测绘成果备案意见
书（海住测备第 2021CH050122
号），特此声明。
●承天传世（海南）企业管理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XXXB2L）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传世嘉禾（海南）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5MA5TYBUD5P）遗 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 王 俊 清 ， 身 份 证 ：
469024200607140036，于 2006
年07月14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
号：469024200607140036，声明
作废。
●孙礼磊，于长慧遗失坐落于东方
市八所镇琼西路东侧东方海岸9#
2单元701房的不动产权证书，证
号：琼（2020）东方市不动产权第
0000542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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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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商铺1200平分租整租
国兴大道，蔡先生 18889271930

招 租 出售
●临高县皇桐镇人民政府遗失空
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
一本，号码：NO:4601685951-
4601686000,声明作废。
●龚建中遗失文昌中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中南海景花园项目
F24幢603号收款收据1张，收据
号 码 ：NO140110163，金 额 ：
1287465.00元，声明作废。
●万宁海霖渔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船名琼万渔运20886渔业船舶
国籍证书，编号:(琼万)船登(籍)
(2019)FZ-200001号，声明作废。
●万宁海霖渔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船名琼万渔运20886渔业船舶
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琼万)船登
(权)(2019)FZ-200001号，声明作
废。
●海南嘉弘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司公章，现声明作废。
● 羊 兴 文 （ 身 份 证
460031198512106412）保管不善
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昌集
用（2010）第海尾0854号，声明作
废。
●聂瑞旭遗失士官证，证号：士字
第2017412343X号，特此声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迈出了关键一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28日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
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康

“全面小康，重在全面，也难在全
面。”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任徐麟在发布会上指出，中
国在小康社会建设中，坚持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一体推进、协调发展，着力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不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说，
全面小康的“全面”，既指覆盖的领域要
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也
指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
的小康；还指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
区域共同的小康。在成效上，全面小康
就是要突出解决好短板弱项，实现发展
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徐麟说，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始终

以人民为中心，以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
成果为目标，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
区域落下，不让一个民族滞后，让全面小
康的阳光照亮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
的每一个角落，让56个民族、14亿多中
国人民共同享有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是贫困
现象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人民日益富
裕起来的进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
局局长宁吉喆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经济实力持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全面
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城
乡、地区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总体
上趋于缩小。

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2011年至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0.6%，年均增速
快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0年的2.99下
降到2020年的2.56。

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逐年下降。
2020年，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东北
与西部地区的收入之比分别为 1.62、
1.07、1.11，分别比 2013 年下降 0.08、
0.03和0.18。

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缩
小。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
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
0.468，累计下降0.023。“十三五”时期，
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年均增长
10.1%，快于居民总体收入增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我
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基
本医疗保险覆盖超13.5亿人，基本养老
保险覆盖超10亿人。全国已累计建设
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8000
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
房条件。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为95.2%，一般公共预算卫生健康支出
1.92万亿元。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共
同富裕梯次推进

徐麟说，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共同
富裕，贯穿于党团结带领人民艰苦奋斗
的不平凡历程，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也体现了
党对解决贫富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深
化。

他指出，这三者相互联系、内在一
致，都体现了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体现了党的
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
上。三者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都注重发展
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都强调

“一个也不能少”。三者都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三者都必须以发展为基础，不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都要靠奋斗凝聚力量。

徐麟指出，三者又各有侧重、有所不
同。从内容特征看，内涵不同、不断丰
富。脱贫攻坚是为了消除绝对贫困，解
决贫困问题；全面小康是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推进，让老
百姓日子能过得更好；共同富裕既是物
质上的富有，也是精神上的富足，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实现。从目
标任务看，梯次推进、循序渐进。脱贫攻
坚是全面小康的重要内容和底线任务。
全面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共同富裕是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目的

所在，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巩固
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成果，更加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宁吉喆说，“十四五”时期，进一步
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既要做大蛋糕，
又要分好蛋糕。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通过发展经济、辛勤劳动、扩大就业增
加居民收入，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
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
性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
裕目标扎实迈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业农村仍
是薄弱环节。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
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把促进农
民增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
务，通过产业振兴、扩大就业、深化改革、
完善政策增收入。

全面小康为世界经济繁
荣发展带来机遇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贡献。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世界经
济复苏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机遇，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
力量。”宁吉喆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
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占同期
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2020年又消
除了绝对贫困现象，显著缩小了世界贫
困人口的版图。从2006年起，中国连续
15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超过3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面
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宁吉喆说，从总体上看，人口红利依
然存在，人才红利优势后发，人口健康水
平不断提升。“随着人口政策的逐步完
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仍然具备较
好的人力资源保障。”

“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稳步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规模还会
继续扩大，消费升级的整体步伐不会放
缓，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消费意愿日益
释放的大势不会改变。”赵辰昕说。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安
蓓 王雨萧 魏玉坤）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聚焦《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

当白发苍苍的他登台领受2018年
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刘永坦——
这个名字才广为人知。

2020年8月，他将800万元奖金全
部捐出，用于国家电子信息领域人才培
养。

这一生，他只专注于一种国之重器
——新体制雷达的研究。“只要国家有需
求，我的前行就没有终点。”85岁的刘永
坦说。

从零开始
他干了一桩“惊天动地事”
1990年4月3日，某地雷达实验站。
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一个红色圆

点，出现在一台设备的显示屏上。
红色圆点，代表着雷达监测条件下

的目标。
人们开始忙碌起来：记录数据、核对

信息、小声交谈或者大声惊呼……目标
确认！

人群中央，那个戴着眼镜、脸晒得黝
黑的人，热泪纵横。他身后，雷达天线阵
迎风矗立。

他，就是主持这项科研工作的刘永
坦。在这片满目荒芜的海岸线上，他带
领团队奋战多年，终于使我国新体制雷
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探测！

新体制雷达能突破传统雷达探测
“盲区”来发现目标，是海防战线上决胜
千里之外的“火眼金睛”。20世纪80年
代初，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牢牢
把持着对海探测的信息优势，中国始终
难有突破。

“怕家国难安！怕人民受苦！怕受
制于人！”

1981年从海外留学进修归来后，这
“三怕”就重重地压在刘永坦心头。他深
知，真正的核心技术，任何国家都不会拱
手相让。

从零开始！45岁的刘永坦义无反
顾，向中国的科研“无人区”进军。

10个月后，团队建起来了，一份20

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
报告》出炉了！

“没有电脑，一页稿纸300字，报告手
写了700多页，写废的纸摞一起就有半米
高。”团队首批骨干成员之一、哈尔滨工业
大学教授张宁回忆说，刘永坦带着他们没
日没夜地写了几个月，一直写到手指发
麻、手腕酸痛，连鸡蛋都捏不住。

一场填补国内空白的开拓性攻坚战
正式拉开帷幕。

当时，雷达实验站的选址位于一片
荒芜地带，批复的经费不足，发射机、接
收机等模拟系统和操作系统也十分落
后。

团队里有人打了蔫儿，刘永坦话语
铿锵：“如果没有难点，还叫什么科研！”

选址地远离人烟，科研人员住在四
面漏风的简易房子里，一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一干就是几个月。

生活不便，他们经常用冷面包充饥；
交通不便，他们顶风冒雨，单程徒步3公
里往返驻地和雷达站。每到天黑路过一
片坟地，就用手电的光柱给自己壮胆。

1989年，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建成，
中国人用8年时间，赶完了西方国家二三
十年的路。1991年，新体制雷达项目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刘永坦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他
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随后，刘永坦带领团队从实验场转
战到应用场，着力解决新体制雷达实验
系统的实际应用转化。

刘永坦已是两院院士，很多人劝他
“歇歇吧”“别砸了自己的牌子”，他却坚
持：“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
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

设计——实验——失败——总结
——再实验……刘永坦领着团队进行了
更加艰辛的磨炼，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2011年，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
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并投
入实际应用，攻克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的核心技术。

一生不悔
他为祖国“永坦”永不停歇
美丽的海滩，海鸥不时高亢鸣叫。

挺立的雷达天线阵也像这聪明、勇敢的
精灵，永不停歇捕捉着来自远洋的信号。

在刘永坦看来，它们仿佛早已有了
生命，是团队中的“特殊成员”，凝结着很
多人毕生的心血和梦想。他常跟人说：

“我们团队的特点就是不服输、不低头、
不怕别人‘卡脖子’，大胆往前走。”

这又何尝不是刘永坦自己的人生写
照？

1936年，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一
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
教师。

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
寰的南京大屠杀。父亲给他起名“永
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
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企盼。

从南京到武汉，从宜昌到重庆，刘永
坦的幼时记忆，充满了飞机扔下的“茄
子”（炸弹）、被血染红的江水、颠沛流离
的逃难……

到了十一二岁，时局渐稳，刘永坦才
有了一张安稳的课桌，开始如饥似渴地
学习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几
本关于爱迪生、牛顿等科学家的少年读
本，边看边想：为什么爱迪生能发明电

灯，牛顿看到苹果掉落能发现万有引力，
可我却什么都没发现？

大科学家的故事仿佛打开了一扇
窗，让他看到了一个充满神秘的未知世
界。这个少年一会儿想搭梯子上天摘
星，一会儿又想下海捉鳖，各种奇思妙想
犹如潮涌。

昏暗的菜油灯下，母亲常常教他诵读
古诗词，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红》，
刘永坦跟着母亲一字一句，抑扬顿挫。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他至今记得，母亲每每读到这句词时那
激动的神情和略带颤抖的语音。

父亲从不干涉他的志向，只一句话：
“科学可以救国。”

那时他还不知，这种无法言说却令
人血脉偾张的感受，就是日后影响他一
生的“家国情怀”。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
尔滨工业大学，后作为预备师资被派往
清华大学进修两年。1958年，刘永坦回
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挑起
了教学科研两摊任务。

1965年，刘永坦主持并提出了国家
“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的总体设计方
案，只可惜，“文革”打断了这项科研任
务，这个醉心于科研的青年插队落户到
当时的黑龙江省五常县。

插队的经历，让他落下了严重的腰
病，却也锻造了他坚韧的品格。此后无
论顺境逆境、时代变迁，他对科学的求索
不变，少时的报国之志不改。

1979年6月，刘永坦登上了飞往英
国的航班。他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第
一批公派出访的学者。

那时，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伯明翰

大学的雷达技术实验室，中国学生大多
做的是科研辅助工作。

“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
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刘永坦心里不服，他铆足了劲，在实
验室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的日夜。

他的导师曾三次挽留这位来自中国
的学生，因为“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都很出色”。

“跟你同期来的中国学生，有的已经
同意留在英国了。”最后一次，面对导师
的劝说，刘永坦依旧淡淡一笑，微微颔
首：“再次感谢您，人各有志。”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
月。如今，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没有
停下脚步。

在他的设计推动下，“21世纪的雷
达”将在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
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大显
身手，造福于民。

“一项任务完成了，就要开始下一
项，只有研制出性能更好的产品，才能给
国家交上满意的答卷。”他说。

一辈子一件事
他始终“燃着一把火”

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刘永
坦在自己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建
起了一支“雷达铁军”，带出了新体制雷
达领域老中青三代人才的“梦之队”。

他们中很多人，本可以站在讲台上
成为教授，却甘愿跟着“坦院士”，扎根在
偏僻清冷的海边。

同事们说，刘永坦个子高大，看起来
更像个大侠。学生们说，刘老师身上有
一把火，点燃了每个人的“内核”。

团队讨论，大家七嘴八舌，“坦院士”
总是静静坐在一边，耐心倾听，最后再总
结发言，尊重并吸纳每个人的意见。

“他是干将，是帅才，更是父兄。我
们敬重他，更不能辜负他。”张宁说，“坦
院士”发自内心地深爱着这份事业，关爱
着年轻人的成长，每当团队有人科研进
步或职称晋升，他都会特别开心。

唯独对家人，刘永坦有太多说不出
的亏欠：到农村插队，妻子毫无怨言相伴
相随；长年在外地，妻子一人撑起整个
家，不让他分心……

他们的家中，没有豪华家具，最多的
就是各类书籍和科研资料。他的书房里，
一块闪闪发光、刻有“金婚之喜”的银盘，
赫然与那些奖章并列摆放着。那是2010
年11月，学校送给刘永坦与冯秉瑞这对
哈工大“科学伉俪”相伴50周年的礼物。

小小细节，藏着大科学家独属的温
情，更衬出他超脱凡俗的精神追求。

40年前，他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
样，选择“更好走的路”：沿着西方既有路
线做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或者直接“下
海”赚钱。

可是，他甘坐“冷板凳”，多少单位高
薪聘请，都被他一一谢绝。即使在1991
年和2015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后，他依然低调无名地奋斗在一线。

去年8月，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工大，助力
学校培养人才。

今年9月，以他名字命名的本科“永
坦班”迎来第一批“00后”新生，这是他
寄予厚望的后辈……

刘永坦却并不在意这些盛誉。“我们
那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只想为国家做
点事，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国家
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追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长韩杰才说：“一辈子一件事，刘院士
始终燃着一把火。”

（新华社哈尔滨9月28日电 记者吴
晶 陈聪 屈婷 杨思琪 王松 王鹤）

踏平坎坷成大道
——记科学家刘永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