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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蒙山高，沂水长。沂蒙，一片红色
的热土。

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儿女
历经血与火的淬炼。他们以“最后一
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
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无私奉献，书
写了军民血肉相连、共同奋战的壮阔
篇章，将革命一程又一程地推向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沂
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
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
扬光大。”

如今，沂蒙儿女的故事仍被久久传
唱，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
精神更是历久弥新，焕发出新的光芒。

军民鱼水 团结奋战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孟良崮战

役纪念馆，有三辆独轮车。它们大小
不一，木架木轴，看起来粗老笨重，却
蕴含着沂蒙精神的关键密码。

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
点进攻，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
役打响。一方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整
编第74师，自诩为“天下无敌”；一方
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华东野战军，
被认为“必败无疑”。

这场战役中，沂蒙人民组成了浩
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用小推车抢
运弹药、运水送粮、运医送药。车轮滚

滚，民心如潮，人民军队也因此创造了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5月16
日，华野全线出击攻上孟良崮，国民党
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在
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类似的故
事还有很多很多。

在白彦争夺战、五井歼灭战、塔子
山战斗等载入史册的壮烈战斗中，沂蒙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狠狠打击了日军；

沂蒙妇女李桂芳等拆掉自家门
板，跳入冰冷的河水，用自己的身躯架
起“火线桥”；

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
所，抚养40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人；

沂蒙红嫂明德英先后救助了两名
落难的八路军战士，危急时刻，更是用
自己的乳汁挽救了身负重伤的子弟兵；

……
史料统计显示，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沂蒙地区420万人口中，有
20多万人参军入伍，120多万人拥军
支前，10万英烈血洒疆场。今天，当
我们走进沂蒙革命纪念馆，依然会被
一组名为《力量》的巨幅群雕所震撼：
支前老乡弯腰推着装满物资的小推
车，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前行……

“无数支前群体和英雄模范，为战
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雄辩地证明
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颠扑不破的
真理。”沂蒙干部学院副教授刘占全说。

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
在电影《长津湖》中，临近影片结

尾，有这样一幕令人动容——
胡军饰演的“雷公”，怀抱敌人从

空中发下的标识弹，开车吸引敌军注
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的
子弹。在牺牲前，“雷公”哼唱的便是
《沂蒙山小调》。

“雷公”的形象正是沂蒙人民的生
动缩影。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深刻印
证，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沂蒙人民总有一
股攻坚克难的拼劲、勇往直前的闯劲。

临沂莒南县坪上镇厉家寨村，地处
三山五岭两河之间，山石密布、耕地稀
薄。老人们常说，曾经的厉家寨村，是

“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的稀粥照月亮”。
穷则思变。1955年起，厉家寨人移

山填谷、劈岭造田，两年建成高标准梯田
3000多亩，粮食亩产提高到500多斤。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欣
然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
是一个好例。”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九间棚村
成为沂蒙精神新的代言。

坐落在海拔640米的龙顶山上，
九间棚村山高涧陡、四面悬崖、土地瘠
薄、缺水缺电。112亩土地挂在23条
山梁上，即使赶上好年景，村民也只能
吃七八成饱。

上世纪80年代，村党支部书记刘

嘉坤带领村民架电修路、引水上山、治
山种树，连续苦干5年。全村累计集
资23万元，修砌石渠3500米，开山整
地500多亩，新栽果树2万多棵……

改造山、山低头，改造河、河变样，
改造地、地增产。

两个时间节点，标注着沂蒙精神
给沂蒙人民带来的大变化——

1985年，位于沂蒙山区腹地的临沂
被列为全国18个连片扶贫重点地区；

历经10年奋战，1995年底，临沂
一举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
羊，高粱红来稻花香……《沂蒙山小
调》中的美好描绘，在沂蒙人民的手
中，早已成为现实。

开拓奋进 谱写新篇
缝军衣、烙煎饼、抬担架……国庆

假期，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农
家小院内，上演着一幕幕以红嫂故事
为主题的沉浸式演出，吸引无数游客
前来“打卡”。

沂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范如峰
介绍，沉浸式演出紧扣特定历史时期
不同人物的境遇和性格，用情景表演
的方式，展现当年军队和老百姓的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

这是当地创新红色旅游的路径之
一，也赋予了沂蒙精神新的时代魅
力。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发展于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
沂蒙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成
为激励沂蒙人民改革创新、开拓奋进
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是绿意更加盎然的沂蒙——
临沂市坚持走绿色、低碳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十三五”期间，完成涉气
工业企业三次提标改造，万元GDP能
耗下降17%，2020年空气优良天数增
加54天。

这是产业更加兴旺的沂蒙——
在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组

织带领村民整治荒地修砌石渠，打造
集金银花良种培育、推广种植、干花贸
易、食品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将山高涧深的村庄建成“沂
蒙明珠”。

这是生活更加富足的沂蒙——
2019年 11月，高铁开进了沂蒙

山，“厉家寨站”成为沿线上唯一一个
用村庄命名的高铁站。当地的樱桃搭
着高铁快运，发向全国各地，助力沂蒙
人民不断增收致富。

八百里沂蒙好风光，山山水水都
是歌。

在沂蒙精神的助力下，沂蒙山区
儿女正勇往直前、不断进取。面向未
来，老区人民也将继续披荆斩棘，描绘
出更加壮丽辉煌的时代画卷。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王鹏 杨文）

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述评

广告·热线：66810888

●杨科遗失长影长流（海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B区 11栋
501房的购房款收据两张,收据号
码:0001545，金额为:50000 元；
收 据 号 码:0001546，金 额 为:
839606元，声明作废。
●刘红芳不慎遗失白沙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楼专用收款收
据1张原件，房号：白沙.福水安郡
小区 9 栋 1006 房，收据编号：
0001018，金额：183678 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儋州盛世辉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何应杰）私章一枚，声
明作废。

●临高县教育局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410000398902，
声明作废。
●廖振明不慎遗失军官证，证号:军
字第0358087号，特此声明作废。
●李楠不慎遗失警官证，证号为：
020329，声明作废。
●祖华明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乐东县抱由镇毛九公路北中铁七
乐园15号楼3单元502房，房产证
号 为: 乐 东 县 房 权 证 乐 字 第
SPF201602883号，现声明作废。
●英州镇古楼村村民委员会古楼村
第一村民小组，不慎遗失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
社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原件，账号:1005467300000187，
核准号:J6410008960302，特此
声明作废。
●英州镇古楼村村民委员会古楼村
第三村民小组，不慎遗失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
社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原件，账号:1005467400000109，
核准号:J6410008873502，特此
声明作废。
●英州镇古楼村村民委员会古楼村
第二村民小组，不慎遗失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
社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原件，账号:1005423200000145，
核准号:J6410008645703，特此
声明作废。
●英州镇古楼村村民委员会石井村第
一村民小组，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社开立
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账
号:211213001003500000362，核
准号:J6410006676502，特此声
明作废。

公告
海口斑马仓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林文倩、王辉师、
吴清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
人仲案字〔2021〕第 1036、1072、
1073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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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
1月13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委仲
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5日

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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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12月23
日上午九点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4日

道歉声明
本人张孚祝因非法捕捞水产品被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刑
罚。通过审判，我对自身所犯的错
误和造成的危害后果已有深刻的
认识，真诚悔过。海洋生态环境的
保护涉及千万家乃至子孙后代的
利益，本人的行为造成海洋生态环
境损害，实属不该。本人真诚地道
歉，并承诺严格按照法院的判决执
行，保证今后遵纪守法，爱护环境，
杜绝违法犯罪行为，并积极宣传海
洋环境保护知识。在此写这份道
歉声明，以表示我悔过的决心，希
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谅解！

道歉人:张孚祝
2021年11月5日

车辆被盗声明
朱南刚2017年6月23日在定安县
定城镇水冲坡园地里被盗一辆红
色苏司克牌两轮摩托车，车辆型
号 ：SK125- 3A，车 牌 号 ：琼
CLC225， 车 架 号 ：
LT8TSpJC363S30022，发 动 机
号：☆3407963☆，特此声明。

声明人：朱南刚

车辆被盗声明
朱南刚2017年9月23日在定安县
定城镇水冲坡园地里被盗一辆灰
色夏利牌小型普通客车，车辆型
号:TJ7100UA，车 牌 号 ：琼
APL319， 车 架 号 LTJAO-
BOA71X002010，发 动 机 号:
TJ376QJ1001410，特此声明。

声明人：朱南刚

声明
各位残疾人朋友及社会各界人士：
近期，我会发现社会上有人借海南
省残疾人基金会名义，以加盟“爱
心早餐亭”项目等形式收取加盟
费、管理费。我会特此声明：我会
从未授权任何企业和个人以我会
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对于未经
我会同意，擅自以我会名义开展的
所谓加盟、合作等经营活动，我会
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遇到
上述行为时，请您小心谨慎，以防
上当受骗。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向
我会举报上述行为，我会将依法追
究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2021年11月3日

减资公告
中和宇通（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代码 91469007MA5U26X51
B）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伍亿圆整减少至人民币伍仟万圆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0898-25566199 赵旭田

减资公告
海南利鑫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代码:91469003MA5RJ2N06
X)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2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500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13816765512杨军

公告
本公司由于手续不齐全，暂停所有
业务。如有个人私自开展业务，公
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并保有追
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万宁市虎鲸潜水体育运动有限公
司 2021年11月5日

公告
海口市信恒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曹文婷、吴慧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971-972号），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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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1年12月14日上午九点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4日

公告
海南易注册会计事务所服务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谢湘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071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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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2年1月7日下午两点三十分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4日

公告
海南国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唐维孟、岑菊花、
周美华、杨佶英、冯财丰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007-1010、1068号），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

减资公告
海南盛德天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MNHL5J）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壹仟万圆整减少至人民币拾万圆

整。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

告。

减资公告
海南盛盛百佳汇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5892996309）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仟

零捌拾万圆整减少至人民币贰佰

捌拾万元圆整。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请求，特此公告。

●出租方：张贞忠、承租方：陈小风
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
（2019）第 460688 号，有效期：
2019.12.23- 2022.12.23，特此声
明。●姜阁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有
限公司碧海云天小区公寓楼栋
411房的1张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
司收款证明收据，收据编号为DF：
0003935，金额:126796 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 证 一 本 ， 核 准 号:
Z6410000312902，声明作废。●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
长秀社区居民委员会因公章破损，
无法使用，声明作废。● 洋浦为昌货运中心遗失琼
E15501《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
号:462000063191，声明作废。●钟节华遗失儋州城北世家B36-
06 的 认 购 协 议 一 份 ，编 号 ：
CB2017111605，特此声明作废。●澄迈文儒仙乐园饭店遗失餐饮
服务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琼餐证字2013469027000405，声
明作废。●海南创恒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赵福刚、常琼不慎遗失乐东福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龙沐
湾太阳城商业一条街C区3号楼
902房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
单收据1张，票据号：0007643，金
额：3588元，声明作废。●范珊珊遗失儋州广播电视台记
者 证 ， 记 者 证 编 号 ：
G46000766000025，现特此声明。●海口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
公章一枚因不慎损坏，声明作废。●陈阳莲遗失三亚哈达农副产品
交易有限公司开发的三亚恒大御
府项目 4栋 2单元 209 房收据 1
张 ，编 号 ：NO2057523，金 额 ：
1414385元，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声 明

车辆被盗声明
朱南刚2011年8月23日在定安县
定城镇水冲坡园地里被盗一辆红
色建设牌两轮摩托车，车辆型号
JS125-28，车牌号：琼 CLF738，
车架号LAPPCJ28190021548，发
动机号09C13438，特此声明。

声明人：朱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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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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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站

市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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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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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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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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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遗赠声明
声明人：李朗瑜，男，汉族，2004年1月13日生，身份证号码：

460006200401136815，现住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23号兴隆农场2栋。
法定代理人：李安、梅永珍（系李朗瑜父母）
声明事项：接受遗赠声明
声明内容：我爷爷李步海(已去世)、奶奶潘慧珠（已去世)于2016

年3月1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崖公证处订立有遗嘱，我自愿接受我
爷爷李步海(已去世)、奶奶潘慧珠（已去世)在遗嘱中遗留给我的遗产
[海南省兴隆华侨农场机关住宿区第1 幢第3层第301号房的房产
（使用证编号∶1132\主建筑面积为83.539平方米\附建筑面积为
6.484平方米）和海口市金牛岭兴隆汽水厂住宅（建筑占地面积为
158.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99.4平方米）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本人
作出上述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纯属自愿，无其他人胁迫等情形。

声明人：李朗瑜
法定代理人：李安、梅永珍

2021年11月4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海口市在建工程项目产生多余砂石料的统一堆放管理

和处置，我司与那佑石场的土地使用关系从2021年10月26日起即
刻终止，那佑石场不再堆放我司收储的砂石并停止销售业务，此后
那佑石场有关事项概与我司无关。如有以我司名义堆放砂石至那
佑石场，或声称那佑石场有我司堆放的砂石等情况均属违法违规行
为，我司将追究相关责任。

请各采购单位、各项目单位等相关方知悉。如有采购需求请直
接前往公司洽商。感谢您对海口市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
关注和支持。

特此公告。
海口市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海口市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关停那佑临时砂石堆放点的公告

市环投字〔2021〕44号
海南齐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2556

146443X）、北京传承一脉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110106MA01MX1UXF）股东会决定，海南齐机科技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北京传承一脉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海南齐机科
技有限公司存续，北京传承一脉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前海
南齐机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5918万元，北京传承一脉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合并后海南齐机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36158万元。公司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
由海南齐机科技有限公司承继。

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相关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吸收合并公告
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与湖南鑫之源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
共同成立平台公司开展海南省范围内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开发
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生态修复、生态环境整治等项目的开
发建设。后因不具备合作基础，目前我公司与湖南鑫之源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无任何合作。

我公司郑重声明：如有公司在其自身商业推广、商事活动中，假
借我公司的名义，意图误导、混淆第三方与我公司存在关联、合作、投
资等关系，进而涉嫌获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及作出不恰当的商业安
排等，由此导致的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有关各方自行承担，均与我公司
无关。我公司保留进一步釆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特此声明。
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4日

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声明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旗交接仪式
11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红色大厅举行。中央宣传部、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负责同
志，工程参研参试单位人员代表、航天

员代表参加。
此次交接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搭载党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进入中国空间站内。

“七一”前夕，聂海胜、刘伯明、汤洪
波 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祝党“生日
快乐”，航天员身后的这面党旗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这面党旗经历
了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的全过程，见证
了中国航天载人飞行达到新高度，
体现了广大航天工作者对党的忠
贞不渝、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昂的
爱国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良好

的精神风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和历史价值。

据介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搭载党旗将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第四部
分重点展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通过学习参观党史展览，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用好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旗交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展示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内地与香港“通关”工作
正有序推进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针对香港社会
各界期盼尽快恢复与内地“通关”，国务院港
澳办发言人 4 日应询表示，中央始终十分关
心香港的疫情形势，多措并举支持香港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央有
关部门高度重视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恢复内
地与香港“通关”的问题，一直与特区政府保
持密切沟通，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地防控措
施的有效衔接。

发言人说，我们注意到，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疫情防控取得了积极成效，
实现了动态“清零”的目标。特别是最近以来，特
区政府因应全球疫情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防控
措施和防控体系，进一步巩固了“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成果。

发言人表示，内地与香港的防疫专家近日已
经再次举行会议，共同研判两地疫情，并聚焦防范
疫情跨境传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深入讨论，取得
了许多共识。可以说，双方正相向而行，两地恢复

“通关”的工作正有序推进。

香港特区政府：

力争尽快逐步有序
恢复和内地“通关”

新华社香港11月4日电（记者查文晔）香港
特区政府发言人4日表示，会继续以“清零”为目
标，进一步强化防疫抗疫措施，创造有利条件，力
争尽快逐步有序恢复和内地“通关”，切实回应社
会大众的期盼。

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相关部门专家于11月
2日举行视频交流会议，就特区政府在9月26日
第一次两地对接会议后向内地提交的反馈意见
和资料，作进一步讨论及说明，以增进双方了
解。此次视频交流具建设性，正朝着“通关”的
目的而行，并对推进尽快举行第二次两地对接会
议有正面作用。

香港特区政府感谢中央政府一直以来对香港
特区防疫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并对中央政府
迅速回应特区政府并组织各相关单位作视频交
流，表示由衷感激。特区政府会继续以“清零”为
目标、坚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根据
联防联控原则继续加强和贯彻落实各项防疫抗疫
措施，确保“通关”不会对内地疫情防控带来额外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