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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义 彬 （ 身 份 证 号 ：

44010619690813183X）不慎遗失

海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海口市龙华区博义盐灶片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购买住房》之房号

确认单，档案号：BZ1101，登记顺

序号：1766，现场编号：B2-13-3，

声明作废。

●海南智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淘贝奶粉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51600903，声明作废。

●澄迈华晋综合门诊部有限责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324043082W）不 慎 遗

失原法人（赵维）私章一枚，声明作

废。

●临高顺和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41960903，声明作

废。

●澄迈县金江镇仁丁村民委员会

博德洋村民小组遗失海南澄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江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4078604，声明作废。

●刘凤任遗失车牌号为琼F06289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

号：460400064456，声明作废。

●戴雄遗失东方御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

2幢 608号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一

份，编号：8000090，声明作废。

●峰晔互动娱乐（海南自贸区）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7X035N）遗 失

公章，特此声明。

●南宝镇博廉村委会博廉村民小

组遗失海南临高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宝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410030790501，声明

作废。

●临高县皇桐镇群城村民委员会

遗失海南临高农商银行皇桐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8276601, 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美心西点蛋糕分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4690290005305，现 声 明 作

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临高新盈供气站遗失一枚公章，

声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琼西路天籁宝贝幼

儿用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90070007681，声明作废。

公告
各有关单位：为优化我市营商环
境,盘活社会资金,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我支队决定再次开展我市
历年存储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清
理清退工作，请项目已竣工(有验
收报告或没有竣工验收报告但已
实际交付使用一年以上)且未发生
拖欠农民工工资或拖欠问题已及
时解决的工程项目企业，持工程项
目竣工验收资料和退款申请等相
关材料到我支队申请退还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联系人：张炳妃；电
话：23333226 23258600）

儋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2021年10月19日

公告
为了做好安置分流职工各项社保
费续缴（补缴）工作，请原儋州市国
有粮食企业安置分流的15位职工
（麦天良、张才学、朱强、苏建华、王
小长、王开华、林发科、林日涛、刘
和森、韩汉城、黎伟、王霞、唐国玲、
陈文青、邓理），于2021年11月30
日前，到市发改委办理各项社保费
续缴（补缴）等有关手续。逾期后
果自负。
特此公告。

儋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0月11日

厂房仓库出租、土地合作
儋州白马井和木棠镇两处厂房仓

库出租，占地100亩、200亩，建筑

约2万平方米（含办公楼、宿舍）。

另有临高马袅湾农业用地出租，电

话：18689982157。

公告
海口海丰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桂兰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452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1〕第579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01713），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18日
声明

经举报发现有人冒充海南花儿朵

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我司）

的工作人员去进行电影、电视剧和

网剧的宣发，现我司正式声明我司

从未进行任何电影的宣发，凡与此

有关的宣发必须由我司签字盖章

有授权为有效，否则我司不承担任

何责任，我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海南花儿朵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9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460000MJP1005

753）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起30天内到

本协会办理相关事宜。

关于召开党支部大会的通知
陈永锋、郭志武、胡传涛、邱若付、
汤小兰、王江海、王祯华、许山、徐
为民、郑志斌同志，公司第一党支
部定于11月12日下午2:00召开
党支部大会，进行研究相关党员组
织处理事项，请见报后速与支部进
行联系，联系人：黄家华，电话：
0898-36966820。

武钢海南公司第一党支部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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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林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昌

路9号光明阁B座1502C房的房

产证，证号：HK086500，声明作

废。

●海南省空手道协会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MJP1010761，声 明 作

废。

●澄迈老城创艺信息服务工作室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7MA5RJBF50F，声明作

废。

●澄迈老城丽军信息服务工作室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和营业执照

正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7MA5RGABM52），声

明作废。

●澄迈老城迷璐信息服务工作室

不慎遗失法人章和营业执照正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7MA5RJC4M2Y），声明

作废。

●澄迈老城网艺信息服务工作室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现

声明作废。

●戴雄遗失东方御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

2幢608号收款收据1张，收据号

码：0000159，金额：20000.00元，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出 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关于配套库房的公告
小区业主：
本小区北区地库负一层库房，面积
为7616.21平方米，该库房用途为
小区配套设施，为全体业主共有。
特此公告！
海南泰日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8日

关于招募供应商的公告
海南农垦万嘉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因公司业务拓展，需要寻找海南
特产、标品、农副产品、海产品、生
鲜产品等专业供应商，若有从事该
方面业务的供应商，欢迎积极联
系。一、基本要求：1.具有符合国
家资质要求的单位；2.需提供产品
有效检测报告。二、联系方式：联
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0898-
68913206。
昌江医疗集团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关于2016年以前药品超龄账款表的

公示
昌江医疗集团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现公示16家药品超龄账款收款单
位，合计金额：616,878.01 元，因
较长时间无业务往来及无人对账，
无法确定是否已销户，现将2016
年以前药品超龄账款表公示。
公示期为：2021年 10月 18日至
2021年10月25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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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招 租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中盈润达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5.5037%股权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0HN023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中盈润达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5.5037%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南中盈润达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2019年12月4日，公司注册资本为7842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为自
来水生产与供应咨询，建筑物自来水系统安装服务，管道和设备安
装，其他土木工程建筑施工等。截止至2021年8月31日，该股权评估
价值为2629.11万元。标的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二、挂牌价不低于
人民币2629.11万元。三、公告期为2021年10月19日至2021年11
月15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四、联系方式：海南产
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
66558026 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
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19日

金隅·阳光郡三期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B7301地
块，项目于2019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进行以下
调整：1.局部增设地下室疏散楼梯、风井；2.18#楼配电房、商铺布局
调整；3.总图增设游泳池，垃圾房向南侧微移，绿化及地上车位布置
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隅·阳光郡三期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海口市白水塘生
活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项目桩基检测服务单位；2.海口市人文生态
纪念园项目围墙建设和地上附着物清表施工单位；3.2021年农村公
路养护工程（第一批）施工图审查服务单位；4.2021年农村公路养护
工程（第一批）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务单位；5.2021年农村公路养
护工程（第一批）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服务单位。请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工程部、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
便我司开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1年10月21日下午
17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桩基检测、围墙建设和
地上附着物清表施工等服务的公告张勇、肖敏：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对
你们享有的债权理赔款1090096.56元、保险费1296.50元，律师费
4000元、违约金（以1090096.56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8日起按
年利率15%的标准支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及海口市海甸五东路3
号金泰世纪花园2号楼1401房的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业经海口市
美兰区人民法院（2021）琼0108民初99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
认，转让方已于2021年7月26日与海南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担保权
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们的债权
人和担保权利人，你们直接向受让方履行（2021）琼0108民初9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8日

债权转让登报公告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
的关键“章节”。

86年前，在位于遵义市子尹路的柏
辉章公馆里召开的会议，在最危急的关
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

在探索中反思，在绝境中奋起，在挑
战中开拓。遵义会议铸就的精神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指引着中国共产党越过重
重关山，创造百年辉煌，奔赴新的征程。

坚持真理指航向

“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为中国
革命旧址唯一的一幅题字。在这里，
毛泽东迎来人生的大转折，中国革命的
命运也迎来大转折。

1934年，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
国工农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奇
迹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发生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
举行。持续3天的会议，几乎每天都开到
深夜。一次次激烈的争论、批评与自我批
评中，诸多问题得以解决——

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
组织错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
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正确的
军事路线。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
中迎来转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融入
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

百年征程中，每到历史发展的重要关
头，中国共产党总能直面错误，力挽狂澜。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
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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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检验真理，历史映照未来。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遵
义会议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探索
真理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信念坚定闯新路

从湘江血战到四渡赤水，勾勒出一
支队伍意志坚定、涅槃重生的曲线。

一次次失去，又一次次寻找。面对
悬殊的敌我力量，考验这支队伍的不仅
是生死，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

坚守。
一组数据令人惊叹：
长征出发时，红军指战员每3人才

有一支步枪，每支枪不到50发子弹；湘
江之战后，部队弹药所剩无几。到达遵
义地区后，每支枪平均只剩3发子弹。

而此时，国民党军40万重兵正急速向
红军包围而来。红军用这“每支枪3发子
弹”的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与配备飞机、
大炮的敌人展开搏斗。

若要问，他们一往无前的勇气来自
哪里？答案是：信念。生死关头，信念不
移，浩然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

1935年1月至3月，红军四次渡过赤
水河。天寒地冻，红军战士们穿着褴褛的
军装，在川滇黔的山林、江河之间高强度日
夜急行军，硬是用一双脚底板把围剿的国
民党军远远甩在身后。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红军作战方
向变更达10次之多，战士们越战越猛。
一路迂回，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既定
战略方针。

源于一种务必求胜的信念，一切艰

险皆成淬炼，一切磨难皆成锻造。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新的战场、新的考验，共产党人信念
坚定、勇往直前。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100公里的遵义
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共产党
员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
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在绝壁
上凿出一条“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
缺水的历史。

黄大发常说一句话：“共产党员怕牺
牲能行吗？那些先烈拿身体去堵枪眼都
要干，我们做事就要有这种精神。”

2020年，贵州省66个贫困县全部
实现脱贫摘帽，以百折不挠的坚毅撕掉

“绝对贫困”的千年标签。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

中华大地上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世
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创造减贫奇迹。

新的长征路上，没有枪林弹雨，没有
天险阻隔，但同样布满暗礁、荆棘。唯有
扬起信仰之帆，为了民族的光明未来执
着追求、坚定前行。

独立自主踏实地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一份报告详
细记录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是如
何汇报给当时的共产国际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起初是作为共
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的统
一领导。而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没有受到
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毛泽东曾
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
始的。”

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
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
导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一系
列重大决定，维护大局，将民族的命运握
在自己手中。

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
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在毛泽东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军事思
想指引下，一连串堪称神来之笔的行动
强有力地证明，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采
取适合自己的作战方法，才能赢得战场

的主动权。
瓦窑堡的窑洞中、洛川的会议室里、

凤凰山麓的煤油灯旁……红军北上途中
的历次决议也鲜明地印证，中国共产党
不断地走向成熟。

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警示共产党
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
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
事业引向胜利。

经过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用独立
自主这把钥匙不断走进历史舞台的中
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过革命征途的激流
险滩，写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篇章，掀
起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走向伟大复兴
的美好明天。

党史专家陈晋指出，遵义会议告诉
我们党，要搞好我们革命、建设、改革和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照
搬、照抄别人的经验，一定要独立自主来
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
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中国革命伟大转折时迸发的遵义会
议精神，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黄
玥 李惊亚）

独立自主 敢闯新路
——遵义会议精神述评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
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
正确道路。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
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
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
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一经诞
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为实现人
民当家作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奋斗。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
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
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不断发展完善，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
丰富的当家作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
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
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
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
道。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
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
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
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实践充分
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
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
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
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
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
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
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民主制度不断健
全、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
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
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
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
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全过程人民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和必由

之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
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
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
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
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
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
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
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实践充分证明，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正确处理
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关
系，实现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维护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效保证了国家政
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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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
键时期。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断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
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