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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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尖峰岭分局负责建设的天池展示

区科研和访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为建1栋科研监测中心，建筑面
积949.73㎡；1栋访问中心，建筑面积582.85㎡。用地面积2076.62
㎡，将永久占用保护区实验区面积0.207662公顷。目前该建设项目
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工作已完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尖峰岭分局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以及生态影响评
价报告的要求，在科研和访问中心建设及使用期间，采取严格的自然
生态保护措施。该项目建设和使用涉及尖峰岭国家级保护区生态保
护和社会公众利益，为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现将对该项目建设
意向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来电或来访，对该项
目建设发表意见、建议或反映问题。一、公示期间：2021年10月20
日至10月30日（公示期：10天）；二、受理电话和通讯地址：电话：
85720115 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尖峰岭分局，邮编：57254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尖峰岭分局公示

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4日11：00在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以下标的：堆放于新村镇渔港码头上的梢木及非洲黑盐木一批(总量
约为452m3，其中梢木约为147.5m3；非洲黑盐木约为304.5m3）。参
考价：240万元/整体 ，竞买保证金：30万元。

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1月2日16：00止。
特别说明：拍卖标的为新村镇渔港码头渔排拆除废弃木料，现

堆放在码头内，拍卖数量以实物实际数量为准，评估报告载明数量
仅供参考。拍卖成交后，拍卖成交价款不因实际数量和评估报告载
明数量有差异而多退少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1月2日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以到账为准）及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B房
电话：0898-68570895 18976211911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
前一个月申报定期检验。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不得继续使用。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8号
机电类设备报检：0898-36688311
承压类设备报检：0898-36688298
琼海工作站地址：琼海市嘉积镇市府后横路3号市场监督管理

局（质检大楼）1楼104业务受理大厅 联系电话：62926020
洋浦工作站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新浦大厦701室
联系电话：28823700
东方工作站地址：东方市永安东路38号东方市场监督管理局3楼302室
联系电话：25569017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2021年10月20日

特种设备检验公告

海南亚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的“凤翔大厦”项目位于府城
镇凤翔路。现建设单位申请在Aa交9a轴处增设一部观光电梯。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20日至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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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萍。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凤翔大厦商铺新增加观光电梯公示启事

千江悦一期D区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椰海大道北边、琼山大道西边，
项目于2017年6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将垃圾收集点位置与
车位互调，D1#、D6#、D7#、D8#楼商业增加部分消防疏散门、排烟窗，调整
部分消防疏散门、窗户位置及数量；D1#楼卫生间位置调整；D2#、D3#、D4#
楼一层住宅入口重新设计残疾人坡道并完善周边布局，将残疾人升降平台
调整为残疾人坡道，造型墙水平拉直，架空层面积增大；D5#楼住宅首层部
分花池调整为架空层；D6#、D7#楼住宅入口处造型墙水平拉直；地下室商
业增设防火卷帘门，调整设备用房位置。方案调整后，总建筑面积调整为
122930.64m2，地上建筑面积调整为91925.38m2，地上不计容面积调整为

2960.49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20日至11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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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千江悦一期D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
管理人遴选项目（第二次）中标公示

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海口国家高新
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遴选项目（第二次）（项目编号:
HNZC2021-106-001R）招标项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
诚实信用”的原则，于2021年10月18日9时30分在海口市国家高
新区第一会议室 进行评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启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北京首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磊 电话：联系方式：0898- 65717107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口国家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
投标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

加盖公章向招标人提出，逾期将不予受理。

公开征集意向承租人信息
现有陵水新汽车站及汽车站旁综合楼房屋建筑面

积共计7984平方米公开征集意向承租人，可用于商业、
百货、家具、茶艺、网吧、办公、酒店、康养、公寓、会展、酒
吧等业态经营。欢迎信誉良好，持续多年经营的意向承
租人报名，咨询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月31日。

咨询报名地址：陵水县椰林镇站前路东环高铁陵水
站旁陵水汽车站2楼（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

联 系 人 ：符 女 士 13876558520、吴 女 士
13005079689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更好地为您提供电信服务，我公司将于

2021年10月25日0:00时至06:00进行统一充值

平台升级，升级期间电信充值卡充值服务功能暂时

无法使用，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10000号服务热线。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0月22
日09:00—18：00对中兴机顶盒（型号为B860AV2.1-T）
进行版本升级，不影响观看电信电视。仅在用户重启机顶

盒时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征求意见稿）》已形
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报告书及公众意
见表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
查阅地点：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工程（三期）厂区内；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18.9km的矩形区域内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
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邮箱：
chenxiong@cebenvironment.com.cn；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
凰镇水蛟村工业园路光大一横路1号；电话：0898-88204015。四、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29日。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作为海南在“十四五”开局
之年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关键之年的标
志性工程，将于12月正式通航投运，通航投运仪式及相关活动安
排初步定于12月举行。为顺利推进通航投运活动各项工作进
展，将此次投运活动打造成为具有国际水准、体现自贸港蓬勃展
开的特色年度盛会，现公开征集通航仪式方案，具体如下：

1.参加要求：
⑴ 资质要求：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的法人单位；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相关经营范围（指文化传
播、大型活动组织策划等经营范围之一）的营业执照；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
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和重大安全事故。

⑵ 业绩要求：具有成功承办国际级、国家级或省级大型活
动策划及方案实施的项目业绩。

⑶ 在人员、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的相应
能力；具有较强的新媒体应用能力。

⑷ 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⑸ 有意者携带法人代表委托书及业绩证明索取详细公开

征集方案。
2.内容概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通航仪式项目包含首航

飞机迎送仪式、T2航站楼主会场氛围营造、主动线沿途展示布
置、主会场场景布置、媒体采访、嘉宾接待、子环节视频宣传片拍
摄等内容。

3.征集时间：2021年10月19日-22日 16:00截止
4. 联 系 人 ：海 口 美 兰 国 际 机 场 人 资 行 政 部 张 主 管

13807529191 邮箱：xiaolei_zhang@hnaport.com
欢迎您的参与！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二期通航仪式活动策划方案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由中共
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

作的专题片《平“语”近人——习近平喜
欢的典故（第二季）》同名视频书，近日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该书以专题片解说词为主编辑而

成，专题片中习近平总书记36个用典
原声片段及12集完整视频通过二维

码植入方式呈现，读者阅读的同时，可
以扫码聆听原声、观看专题片视频。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第二季）》同名视频书出版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
一个精神地标。

七八十年前，一群中国共产党人
胸怀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抱定
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壮烈情怀，
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非凡的政治智慧
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险复杂的环境中不
畏强敌英勇斗争，铸就了一座不朽的
精神丰碑。

不折不挠 宁死不屈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

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
钢铁！”

1948年 6月，由于叛徒出卖，地
下党员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
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特务用尽各种
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
身上打开缺口，破坏地下党组织。面
对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满怀对新
中国无限向往，江竹筠等革命志士壮
烈牺牲。

如今的渣滓洞监狱旧址已经成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从各地而来
缅怀英魂、重温历史。面对阴森的囚

室、可怖的刑具，人们不禁发问：生命
诚可贵，是什么让烈士们舍生忘死？
自由价更高，是什么让革命志士深入
虎穴不惜流血牺牲？

答案，正是信仰！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挺进报》

特支书记陈然在狱中写下《我的“自白
书”》慨然赴死，以生命履行对党庄严
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
斗争到底！”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
帜！”罗世文等同志在狱中秘密组建临时
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

1949年春节，渣滓洞监牢之中，
狱友们唱响革命歌曲、诵读《共产党宣
言》，如火般激情的语言饱含哲理的智
慧，让真理之光照亮了每个共产党人
的精神世界。

……
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和不幸就

义的烈士，不少人出身衣食无忧的富裕
家庭。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的抉择源自

“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坚定信仰。多

少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险磨难，没有被
困难压垮，也没有被敌人打倒。在坚定
理想信念的指引下，革命志士在荆棘丛
生之地挺起腰身，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
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写
下悲壮而光辉的篇章。

坚若磐石 永不变色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保存

着三块银元。年代久远，银元已经布
满岁月痕迹。

1941年，共产党员肖林在红岩八
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受党组织“下海经
商”的指示，为党的活动筹措经费。当
开办的公司完成其使命时，肖林夫妇
一次性上交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结余
资金和折合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
产，仅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

这三块银元，见证了红岩精神引
领下，中国共产党员出淤泥而不染、同
流而不合污，严以修身、永葆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本色。

红岩精神之所以可贵和特殊，很重

要的一点，在于它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在
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当时白色恐怖
严重，党员同志们身处特殊环境，肩负
特殊任务，既要与敌人斗争，还要结交
社会各界朋友；既要严格服从命令、遵
守纪律，又要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复杂局
面；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又
要面对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的诱惑。

面对如此种种，怎样才能保持初
心，不迷失、不变色？

纪律，约束普通人的行为；而信仰
和品格，能让人在缺少外界约束时，坚
守本色。

根据红岩烈士们狱中意见提炼总
结出的“狱中八条”，直到今天都有很强
的现实指导性。这些珍贵的纪律，是革
命者用鲜血书写的忠诚，是留给后人求
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之一，
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警示录。

铭记精神 永远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有精神上

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
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无论是烽火岁月浴血奋战，还是和
平年代无私奉献，一代代英雄儿女经历
了多少坎坷，付出了多少牺牲，才铺就
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复兴之
路。他们的脊梁，顶天立地；他们的事
迹，气壮山河；他们的精神，光照未来。

今天，在共产党人信仰的旗帜下，
在红岩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人作
出无悔的选择——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师者
张桂梅帮助1800多名女孩考入大学
走出大山。她说：“江姐是我一生的榜
样，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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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
尽15载光阴，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我们要

大力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让红色基因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宝贵精神照亮
前行之路，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就一定
能在时代洪流中挺立潮头、奋勇向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记
者刘敏 陈国洲 周文冲）

坚定信仰 宁死不屈
——红岩精神述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要求，以有效应对生物多
样性面临的挑战、全面提升生物多样
性保护水平为目标，扎实推进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持续加大监督和
执法力度，进一步提高保护能力和管
理水平，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意见》提出了总体目标。其中包
括，到2025年，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左右，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1%，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7%左右，湿地保
护率达到55%，自然海岸线保有率不
低于3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物种数保护率达到77%，92%的陆地
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

到2035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法规、制度、标准和监测体系全面完善，

全国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海洋
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森
林覆盖率达到26%，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到60%，湿地保护率提高到60%左
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占
陆域国土面积的18%以上。

《意见》从九个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包括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

策法规、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
间格局、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监测体系、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管理水
平、创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
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深化国际
合作与交流、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保
护公众参与、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保
障措施。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扫码阅读《意见》全文

7省区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许勤同志任黑龙江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吴政隆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不

再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易炼红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同志不再

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张庆伟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

再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许达哲
同志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君正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
记，吴英杰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刘宁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书记，鹿心社同志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宁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阮成
发同志不再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外交部评美国倡议举办“民主峰会”：

民主不是推行霸权的幌子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成欣 潘

洁）针对美国倡议举办“领导人民主峰会”，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19日指出，民主不是口号，也不是
教条，更不是推行霸权的幌子。当今世界迫切需
要的不是召开所谓“民主峰会”，而是遵守以联合
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加强全球协调与
合作。如果打着民主旗号挑动隔阂分裂、煽动对
立对抗，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日前就美国倡议举办“领导人民主峰会”表示，美
方势必邀请自行认定的民主国家，实质上是用冷战思
维将国际社会划分为敌我阵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认为拉夫罗夫外长说得
很有道理。”汪文斌说。

汪文斌指出——
民主不是口号。不应借用“民主”的光环来掩

饰自身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放任本国民众因为种
族歧视、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付出沉重代价。

民主也不是教条。不应不顾世界各国历史文
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千差万别，试图把民主变
成可口可乐，一个国家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
道，剥夺各国探索本国民主道路的权利和自由。

民主更不是推行霸权的幌子。不应打着民主
旗号，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打压他国、推进地
缘战略的工具，在国际上煽动分裂和对抗，把世界
推回到危险的冷战年代。

汪文斌说，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不是召开所
谓的“民主峰会”，也不是建立什么“民主国家同
盟”，而是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
则，加强全球协调与合作，携手应对疫情肆虐、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