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 ■■■■■

中国新闻 2021年10月18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林永成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邝才热A08 时政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根据
招生计划，2022年我校拟招收MPA全日制研究生35名,非全日制研
究生138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 网上报名：2021年10月5日至25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s：//yz.chsi.com.cn 或 https://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想

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详细招生简章网址：海南大学 MPA 教育中心 https://hd.

haina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22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提高档案工作人员

履职能力和业务素质，经海南省档案局同意，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
中心定于2021年10月底-11月底在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举办全
省档案与文秘工作培训班。培训对象：从事档案与文秘工作人员和
参加2021年职称评审的档案工作人员。培训目的：学习期满，经考
试合格者，颁发《海南省档案业务工作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从
事档案工作的岗位聘用、档案目标管理考评、档案执法检查的重要
内容及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和聘任的重要依据与资格
证明。培训地点：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景廷海景酒店（老城镇盈
滨路与永庆大道东路交汇处北200米）。报名时间：请各单位接到本
通知后，协助做好报名组织工作，接到通知之日起即可将报名回执
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px65323705@163.com报名，不接受纸质、扫
描件、照片、图片、PDF等报名形式。报名表格可登录“琼兰阁—海
南省档案信息网”“通知公告”或者“文件下载”处下载。报名截止日
期为2021年10月25日。培训费用:每位学员培训费、资料费共计
600 元，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缴费（转账时请务必注明：培训费、培训
人员姓名和单位简称），或报到现场刷卡支付。

开户名：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账 号：266 255 030 388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1900元，报到时在盈滨半岛景廷海景酒店

大堂进行现场缴费，接收现金、刷卡、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形式。
培训时间：
第一期2021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
第二期2021年11月 7日至11月12日
第三期2021年11月14日至11月19日
第四期2021年11月21日至11月26日
咨询电话：18976757439，18100960707，65323705，65358773

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关于
举办全省档案与文秘工作培训班的通知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27日10时至2021年10月2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com）进
行公开拍卖：罚没扣押的废旧铅酸蓄电池一批。

参考价：14.464万元；竞买保证金：3万元。
特别说明：
1、竞买人须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方可参与竞买。
2、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标的物数量以最终移交的数量为

准，数量有差异不影响拍卖成交结果，拍卖成交价、拍卖佣金不因数
量差异而多退少补。

展示时间及地点：10月25-26日；海口市桂林洋大道23号。
竞买人须登录注册京东账号、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具

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1018期）

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省百场文化惠民活动

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剧《正月里来正月正》
—以戏剧的形式展示相声的精华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央广华夏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国广播艺术团
演出时间：2021年10月26日、27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180元 乙等120元 丙等9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21年10月18日至10月27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处或微信平台、大麦网APP

终止公告
我局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发布《文土告字〔2021〕27

号》，开展文国土储（2021）-18-1号网上交易活动，现因公告

信息有误，经研究决定：终止该宗宗地网上交易活动。在终

止公告发布前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将于终止公告发

布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按原交纳账户退回，不计利

息）。终止交易原因消除后我局将重新组织该宗宗地交易，

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8日

金地•云海湾城市广场项目装配式
面积补偿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金地•云海湾城市广场项目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绕城高速
交汇处西北角，毗邻鸿洲江山高端别墅区。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配
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地上
建筑面积的3%奖励，奖励面积共计4581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核算）。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
时间：2021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2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
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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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用地不得分割销
售。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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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2021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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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2021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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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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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上午8时30分。截止时间：2021年11月18日
上午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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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零售商业混合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00万元/
亩，年度产值指标应为≥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为≥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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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
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用地如涉及压覆重要矿产及位于地质灾害易发
区，在该地块内进行项目建设依法需办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手
续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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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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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8日

地块编号
万让

2021-40号
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礼纪镇
先进农场芒教、

兴梅大道东侧地段

面积

0.8331公顷
（合12.50亩）

出让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占 80%、
零售商业用地占
20%

规划指标
容积率≤0.6；建筑限高≤15 米 ；建 筑 密 度 ≤
25%；绿地率≥40%

挂牌起始价（万元）

1289

竞买保证金（万元）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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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江石碌星河米粉店遗失食品
生产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C10146902600124，特此声明。
●儋州市兰洋镇兰洋村委会上居
振村小组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
张，核准号：J6410016018502，声
明作废。
●陆菊玉（于2021年10月15日）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04199111152464，特 此 声
明。

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完成，现予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1.报告查阅地址：海南省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

道5号海南大厦农信楼6楼；0898-

65336991 王 工 。2. 公 示 网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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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ainanjk.com/

View.aspx?id=1140。3.征求范围：

受本公路影响的公众，意见表地址

http://www.mee.gov.cn/xxgk

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4. 反馈

方式：48344060@qq.com，010-

58278058。5.时间：即日起10个工

作日。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2021年10月13日

变更公告
我局于2021年 10月 13日在《海

典 当 声 明 遗 失南日报》刊登网挂[2021] 049号

关于市江东新区安置房（地块8）

项目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现将公告中的竞

买资格审核时间调整为：2021年

11月8日09时00分至2021年11

月18日12时00分；挂牌报价时间

调整为：2021年11月8日09时00

分至2021年 11月 18日 16时 00

分，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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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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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方米经营商

铺，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低

价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转 让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土地招租
我公司拟对外出租位于文昌市文

城镇新风路东侧，面积4214.97平

方米的划拨类商住用地，具体土地

面积以现场测量为准。联系人：杨

先生 13976686913，联系截止日

期2021年10月20日。

招租 公 告

声明
依据法院（2019）琼01民终5435
号终审判决，限马伦7日内（2021
年10月24日前）交回海南天裕源
实业有限公司公章，逾期不交，则
视同遗失作废，公司有权重刻并启
用新公章。特此声明。

公司法人、董事长李建国
2021年10月17日

千年梦想，今朝梦圆。
从2012年底拉开新时代脱贫攻坚

序幕，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
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
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
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
精神，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
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
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
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也不能少

以生命共赴使命——这是一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这是一场无比艰巨的硬仗，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斗！

2016年2月26日，贵州省晴隆县脱
贫攻坚千名干部包保帮扶誓师大会上，
全县各级干部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脱
贫攻坚，我是党员，向我看齐！”

此时，站在主席台上领誓的县委书
记姜仕坤已经走到生命的极限。一个半
月后，这位曾誓言“只要还有一个晴隆人
没有脱贫，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能休息”
的共产党员，燃尽了生命之火，倒在了这
片热土上。

8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
战在脱贫攻坚战场，只为一个庄严的承
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
贫困群众！”

历史，见证了这场脱贫攻坚伟大斗
争的重要时刻——

2017年2月，江西省井冈山市正式宣
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
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神山村，这座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困
村之一，如今变身网红打卡乡村旅游
点。全村开起了16家农家乐，80%的村
民参与乡村旅游，人均年收入从4年前
的不足3000元到超过2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由几乎为零增至50多万元。

井冈山神山村，是新时代脱贫攻坚
巨大成就的生动缩影。

2018年3月，带着“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的誓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
宣传部年轻干部黄文秀来到乐业县新化
镇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两个月，她走完全村所有贫困
户，在扶贫日记里绘制了详细的“民情地
图”。驻村一年，她的行车里程约2.5万
公里；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带领百坭村
88户共418人脱贫。2019年6月，因遭
遇山洪而殉职，30岁的黄文秀，以最美
的青春芳华书写了“心中的长征”壮烈的
时代篇章。

2020年12月1日，在脱贫攻坚战即
将取得胜利前夕，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驻村干部余永流倒在了脱贫攻坚的战场
上。“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生前写给
女儿的信，让亿万网民泪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有1800多名
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

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万名第一书
记、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村干部，不仅让
贫困地区变了样，更播撒下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火种。

在河北阜平骆驼湾村，脱贫攻坚开
始后，当地贫困群众从“揣着手”等，到

“背着手”看，最后变为“甩开手”干。这
变化的背后是扶贫干部用汗水换来的群
众信任和跟党走的决心。

精准务实、开拓创新
——聚焦“四大问题”决战制胜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
云贵川交界处，有个“鸡鸣三省

村”。村里的通户路路口处，竖着一块
“感谢共产党”的石碑。这是村民申昭时
立下的。

4年前政府帮助这个村改造住房，2
年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口。从此，申昭
时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椅出入，他
自己可以外出打工，结束了留在家里守
候妻子、受苦受穷的日子。

短短的通户路，让一个劳动力重新
回归社会，也拯救了一个家庭。

精准扶贫如何做到不落一人？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

扶谁”——8年时间，近2000万人次进村
入户，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
集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
来帮”——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
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驻村干部，做到
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
么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
精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
何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
聚焦内生力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严格
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

史检验。
就这样，通过聚焦脱贫攻坚“四大问

题”——“帮扶谁”“谁来帮”“怎么帮”“如
何退”，将国家扶贫资源精准“滴灌”到每
家每户。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
又遭遇疫情影响。为了让最后的“锅底
人群”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全体扶
贫干部顶着世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
力尽锐出战，将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
坎……一系列战贫新举措应运而生：

疫情发生后，全国多个电商平台开设
专区促进湖北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全
国人民帮扶湖北热情高涨；

县长直播间“带货”、农民变“网红”、电
商平台打通数字供应链……贫困地区农
产品销量不断攀升，扶贫产业火热复工；

发往全国各地的“务工包机”“务工专
列”“务工包车”，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

……

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新征程续写新辉煌

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激荡、传扬着
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

云南华坪县，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
小城。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人，都
会被一段誓词所感动——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
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
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
微的懦夫！”

写下这誓言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
长张桂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干
部”。这位64岁的校长，扎根边疆教育
一线40余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的帮助下，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
困女生的高中，至今已帮助1800多名女
孩考入大学走出大山，改变了她们的人
生和家庭命运。

在没有硝烟的脱贫攻坚战场，到处
激荡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扬斗志。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重庆市巫山
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为
打破世代闭塞于大山的宿命，带领乡亲
们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出山路；
为拔掉穷根，他倾尽15载光阴，带领村
民种植瓜果，发展特色产业。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
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
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昔日的承
诺，如今已然实现：下庄村人均年收入从
1997年仅有300元提高到2020年超过
1.3万元。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
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
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更需要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我们要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龙
头作用，解决好百姓的急、难、愁、盼问
题。”甘肃省华池县乔川乡铁角城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建红对推进乡
村振兴信心满满。

今年6月，已经干过一轮驻村扶贫
的西南医科大学副教授夏纪毅再次来到
大凉山昭觉县。过去3年，他带领村民
建成高海拔黄芩种植基地，直接带动近
600名贫困人口脱贫。

“未来，我们将在乡村振兴战场上，
继续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乡村。”夏纪
毅说。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引领伟大事业。征途漫漫，精神永恒，初
心永照。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是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接续奋斗。
（据新华社电 记者侯雪静 周圆 杨静）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
——脱贫攻坚精神述评

图为2019年8月7日拍摄的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