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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在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中，习近平主席郑重宣示中国将坚定不
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同世界
共享市场机遇、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
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共同利益，为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
大正能量。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显著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信
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实现
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深
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

潮流，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各
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也
不会改变。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大势，坚持
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
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决反对一切形
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
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携手应对全
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
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
掌握，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携起手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世界好、中国才
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有14亿多
人口和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每年进口商
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元，市场规模巨大，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
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是中国的真诚愿望。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
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中国开放的
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中国构
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不会
变，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决心
不会变。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共同愿
望，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
裕才是真富裕，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

走越宽的人间正道，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
长成果。习近平主席郑重宣示中国将坚定
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同世界共享市
场机遇、推动高水平开放、维护世界共同利
益，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大国领袖的世
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
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
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供者，将始终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继续
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主席在
主旨演讲中宣布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中国
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
展，将以积极开放态度参与数字经济、贸易
和环境、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谈判，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道地
位；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增设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中
国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好高水平开放
压力测试，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
国际合作；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
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

作组织等机制合作，支持疫苗等关键医疗
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和贸易畅通，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应对
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和能源安
全。稳步推进这些举措落地见效，必将为
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更
多新动能，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韧性的发展。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开放的春风温
暖世界！”拥抱世界，才能拥抱明天；携手共
进，才能行稳致远。新冠肺炎疫情阴霾未
散，世界经济复苏前路坎坷，各国人民更需
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牢牢把握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大势，在开放中创造机遇，
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
献，我们就一定能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
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论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广告·热线：66810888

《琼海市嘉积城区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LC0436用
地规划指标修改方案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富侨路。
论证用地面积75283m2,现拟修改规划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相
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
（11月8日至12月7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
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
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
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5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嘉积城区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

LC0436用地规划指标修改的公示 建设单位为陵水泉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面积937.4m2

（约1.4亩），位于琼海市嘉积镇银海开发区。公司现向我局申报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702.66m2，容积
率0.75，建筑密度19.5%，绿地率40.4%。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
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
（11月8日至11月16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
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
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
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5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雁翎租赁房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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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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县永发镇东兴村民委员会
潭玛村民小组原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韩林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
证编号：461219010771，特此声
明。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
爱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因公章破损，
无法使用，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龙海美味餐饮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0106611204453，声明作废。
●孙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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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8号房收款收据1张，收据
号码：00002257，金额：20000元，
声明作废。
●孙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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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8号房商品房认购协议书
一份，编号：8600750，声明作废。

通知
请车牌号为琼C58328、赣K52926、

琼 B11815、 京 AP1049、 琼

C53972、赣 K56792、豫 RA8811、

黑EB2018的车主及时到海南省征

稽局澄迈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

如不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

局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

线：0898-67622737。特此通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202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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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原海南海钢公司内退职工王利平
（身份证：3301****4069）、王广凡
（身份证：4600****0819），因工作
需要，公司曾多次向您致电并上门
走访，均无法与您本人取得联系。
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11月
30日内到我司报到。如未按期报
到，我司将暂停发放您的内退相关
费用和暂停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的
缴纳（存）。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通 知

●海南省儋州市众鑫电动车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U0T3CX2）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文昌东郊青城食品厂遗失
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SC11746900500204，声明作
废。

三亚湾农渔业区深水网箱养殖

集中用海总体环境影响公示
三亚湾农渔业区深水网箱养殖集中
用海总体项目位于三亚市南部三亚
湾与红塘湾间的海域。根据国家法
律法规，需征求附近公众对项目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信
息见网站：http://ny.sanya.gov.
cn/nyjsite/tzgg/202111/67e94
b28a7d94615a7d645b9b75b1bf
9.shtml。建设单位：三亚市农业农
村局。联系人：李工18202010913，
370193462@qq.com。公众提出
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
函、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提交给建
设单位。有效期自2021年11月8日
至2021年11月19日，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市崖州湾农渔业区深水网箱

养殖用海整体环境影响公示
三亚市崖州湾农渔业区深水网箱养

殖用海整体项目位于三亚市西部崖

州湾海域。根据国家法律法规，需

征求附近公众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网

站 ： http://ny.sanya.gov.cn/

nyjsite/tzgg/202111/5b35587c

ac5e4b6cbe47a70b831bc840.

shtml。建设单位：三亚市农业农村

局。联系人：李工18202010913，

370193462@qq.com。公众提出

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

函、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提交给建

设单位。有效期自2021年11月8日

至2021年11月19日，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减资公告
昌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6300006985436206) 经 公
司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2200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401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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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转 让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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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管道工程

声明

致歉声明
2021年11月3日本人段新元身份
证：421122199709220056在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过程中，
未能严格按照《电力安全工作规
程》的要求，不慎误碰电力线路，导
致110kv 永华美老线故障跳闸，
给贵局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这是
本人工作上的失职，因此在此郑重
的向贵局致歉！本人将认真汲取
教训，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杜绝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特此声明！
段新元 2021年11月7日

讣 告
海南大学党委副书记（负责常务工作，正厅级）、政协海南

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廖清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
11月7日12时38分不幸逝世，享年52岁。

廖清林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1年11月9日（星期
二）上午8:00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告别室举行。

联系电话：
18608966125（陈老师）
13158917576（张老师）
13307669815（胡老师）
18689829696（林老师）
特此讣告。

中共海南大学委员会
2021年11月7日

受委托，由我司对海南易博园温泉花园酒店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再次进行公开拍卖。该公司唯一的资产为易博园酒店项目，项目总
用地面积62923平方米（住宿餐饮用地，容积率0.8）。一期酒店建设
已完成外立面装修，建筑面积20546.67平方米。二期剩余土地的计容
面积33828.88平方米。现一次性下浮拍卖价格，拍卖起拍价调整为：
1.28亿元人民币。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1年12月
9日上午1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04
房。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
月8日17：00时止。4、咨询及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
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12月8日12：00前到账
为准（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人民币）。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建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
46001004836059168168。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08号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
卖，过户手续由委托方配合买受人办理。过户费用由买、卖双方依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66533938；18289655888；18689521478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原海口市化工二厂全体职工：
受原海口市化工二厂主管单位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委托，为改善原海口市化工二厂职工生活区居住环境，妥善解决原
厂生活区内职工住房保障及安置问题，经我司核定，此次向政府申
请在向荣路职工生活区安置职工345人（其中双职工户为35户，单
职工户为275户，共计310户），具体名单已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向荣路北侧（城投·海一方（三期）项目旁）原海口市化工二厂职工生
活区内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为2021年11月8日至2021年11月12
日，请原厂职工在公示期间到上述地址查看或咨询。

（联系人：钟先生 66735628 13307689366）
海口椰泰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8日

海口椰泰实业有限公司
公 告

受委托，现定于2021年12月8日10:00按现状公开拍卖：海口
市丘海大道4号丘海大院枢纽生产楼及扩建楼12年期租赁权，参考
面积约17501m2。

参考价：首年租金58.4万元/月，第2年、第3年在前一年基础上
递增2%，从第4年开始每年在前一年基础上递增3%。

竞买保证金：70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6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6

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
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
行营业部）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时间为准。

报名及拍卖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联拍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5607579889；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3910988929

联合拍卖公告文昌市联众商业广场项目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1年11月27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

现状拍卖：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教育路228号文昌市联众商业广场
项目。房产建筑面积 39345.43m2（地上建筑面积 22126.73m2，
地下建筑面积17218.7m2）；土地使用面积13090.6m2【文集用
（2016）第W0102848号】和【文集用（2016）第W0102854号】。
参考价：人民币1610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0万元。本标的共计7
层，地上5层，每层为4600平方米，一层至三层为大开间商铺，四、
五层为180余间公寓式酒店客房；地下2层，其中负一、负二层为
停车场。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标的展示
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1月26日17：00交
纳竞买保证金并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电话：
0898-68522193、13976113935。网址：www.ronghepm.com。
公司名称：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
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在新华社建社90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新华社
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勉励大家“赓
续红色血脉，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建成
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

正值第二十二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还在贺信中向全国广
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全国新闻战
线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在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要坚守初心本
色，传承红色基因，心怀“国之大者”，更好
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坚定理想信念 赓续红色血脉
“90年来，新华社坚定不移跟党走，

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
精神，传播中国声音，在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贺信中对新华社90年奋斗事业
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者的巨大鼓舞。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记者，我

们倍感振奋。”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副
主任汪晓东说，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坚持党性原
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
主，围绕建党百年、党史学习教育、高质
量发展、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热情讴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亿万人民开展的伟大实践、进行的伟大
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信赖和重托。

“红色是新华社最深沉的底色，忠诚
是新华人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
的贺信，令新华社国内部中央新闻采访
中心经济采访室主任邹伟倍感荣光，“新
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传承红色基因，始终对党忠诚，
勇毅担当党的‘喉舌’‘耳目’‘智库’职责
使命；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凝
聚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加快
推进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努力建成
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为党和国家
事业蓬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让我们再次
体会到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
视，体会到总书记对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的殷切期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
心新闻联播编辑部副主任李骏说，“我们
要始终坚持政治家办台和党性原则，锤
炼业务本领，持续深化提升‘头条工程’，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春风化雨、深入人心，为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
脉”——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提出的要
求，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引方向。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周迅说：“我
们要坚守职责使命，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大力传播当代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批驳
错误思潮和不良现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凝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满怀热情讴歌当代先进知识分子典型，继
续发挥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推动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服务大局，才能找准方向，方显使命
担当。

“去年以来，经济日报推出重点栏目
‘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记’，以《西宁
赋绿》《西安聚变》《赣州示范》等全媒体
报道展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图景。”经济日
报社总编室副主任乔申颖说，我们要始

终突出经济特色，着力引领形成正确看
待中国经济问题的舆论共识。

坚守人民情怀 砥砺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提到的‘坚

守人民情怀’，既是对新华社的谆谆嘱托，
也是对全国新闻工作者的热切期待。”全
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殷
陆君说，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广大新
闻工作者要聆听时代召唤，以历史映照未
来，以妙笔著写社会进步，以镜头记录时
代芳华，不断增强“四力”，在投身时代大
潮中练就过硬本领、忠诚奉献人民。

陕西日报社通讯《杨叔的脱贫日记》
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记者在调研
中偶然发现脱贫户杨思笃的14本日记，
从日记入手，讲述了杨思笃“我要脱贫”
和帮扶干部真帮实干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要坚
守人民情怀，就是要求我们走到人民群
众中间，为人民立传，为时代发声。”陕西
日报社总编辑张连业说，“我们要守持初
心本色、站稳人民立场，推出更多有高
度、有温度、有厚度、有力度的新闻作品，

办好百姓心中‘咱们的报纸’。”
“作为一名负责民生新闻报道的记

者，我对新华社‘新华视点’‘民生直通车’
等调查栏目印象深刻。”在温州晚报民生
新闻中心负责人袁寿省看来，只有将采访
镜头对准民生关切，以真挚情怀反映民生
冷暖，新闻作品才能真正赢得群众喜爱。

因为离百姓足够近，报道就有了影响
力；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新闻就有了生命力。

坚持守正创新 加快融合发展
一路风雨兼程，昔日“茅屋通讯社”

“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已成为拥有
国内外200多个分支机构、以15个语种
为全球8000家用户服务的全媒体机构。

鉴往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华社
提出的期望——“坚持守正创新，加快融
合发展，加强对外传播”，也为新时代的
新闻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南方都市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戎明
昌表示，媒体深度融合已进入深水区、
攻坚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为根本遵循，推动构建新型主流媒体
的深入实践，大力唱响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

把准时代脉搏，才能勇立潮头。胸
怀世界未来，更能行稳致远。

中国日报评论部主任邢志刚说：“作
为外宣战线的主力军，我们要强化责任
担当，努力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推进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打好外宣改革创新的主
动仗，更好担负起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
职责使命。”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
庆安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对新闻传播事业提出了新要求、新命
题。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教育工作者，我
们更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德
才兼备的全媒体传播人才，汇聚起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

因党而生、为党而歌，党的新闻工作
者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国新闻战线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阔步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吴
晶 周玮 史竞男 王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致新华社建社90周年贺信在新闻战线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