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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1月18日10时至2021
年11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
auc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罚没油船
一艘（船名：海富供1号）。保证金8万元。

标的按现状拍卖和交付。有意竞买者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
及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参与竞拍。也可登陆海口海关
网址（http://haikou.customs.gov.cn）查询。

标的展示：2021年11月15日至16日。
标的展示地点：海口市海甸岛海关基地。
电话：0898-66753060、13005084060 。
公司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幢A1003房。
海口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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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 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现需处置

一批报废电脑、显示器、打印机、扫描仪、UPS主机

等电子设备，有意者请在登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

内参加竞价购买，联系电话：6656207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21年11月10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25日10时至2021年11月26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auc
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

1、罚没的刘庆鸯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车辆13辆；
2、罚没的傅军等人涉恶组织涉案车辆2辆。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11月18日至2021年11月19日。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和支

付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竞买公告》、
《竞买须知》。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终止公告
我局于2021年10月19日发布《文土告字〔2021〕28号》，

开展文国土储（2021）-18-1号网上交易活动，现因出让条件

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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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2021年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是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副处
级全额财政预算管理事业单位，因急救业务发展需要，经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同意、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空编和岗
位使用计划以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批复，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事业编制的院前急救医师10名。详情请登录海口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和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网站了解。报名时间：2021年11月19日
8:30至2021年12月2日17:30，考生登录官网提供的报名链
接系统注册，按系统规定时间节点报名。联系电话：0898-
36633808，联系人：林先生，监督电话：0898-68707015，网上
报名系统咨询电话：0898-66755313、0898-66738760（咨询
时间：上午09:00—12:00，下午14:30—17:30，节假日休息）。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 2021年11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1〕304号
韩颜冰、王松涛向我局申请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的宗地位

于海口市琼山区新兴路横巷7、7-1、7-2、7-3号,宗地四至为:
东至空地、南至空地、西至空地、北至空地。根据2020年12月
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协
助执行通知书》(2008)巴执字第146-4号以及地籍测量成果,同
意分别按129.6、264、134.4、224平方米,使用权类型均为划拨
地，土地用途均为城镇住宅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给韩颜
冰、王松涛。如对上述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15
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
法办理土地确权手续。（联系人：李永新，电话：6586029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4日

特别提示：上述资产信息根据前手权利人移交资产档案记载提供，仅供投资者参考，资产项下各笔债权金额、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的合法有效性，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以及债务人或担保人的现状、资产存在的瑕疵和收购后不能达至预期利益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调查判断，公告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交易对象要求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联系人：汪女士，联系电话:68582192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3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82285。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0日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以下不良资产进行处置。

债权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海南科星钴厂

海菱电子有限公司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
公司

海南华旗实业投资
公司

杭州元亨电脑有限
公司

海南欣乐鹿业有限
公司

债务本金（元）

4,500,000.00

2,330,000.00

9,557,560.00（美元贷款
按协议基准日汇率折算）

7,000,000.00

47,000,000.00

7,000,000.00

利息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资产线索（仅供参考）

定安92亩土地

位于澄迈县老城镇石联村委会的16.96亩土地

海口市海秀大道1666.35m2土地、海口市国用（籍）
字第S0356号权属的292.50m2土地

位于枫木镇660亩集体划拨地林权（证号：屯集农
（1998）字第0013号）、屯昌羊角坡143亩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号：屯国用1997字00480号）

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171 号鞍国用（2013）第
490071号77129.25m2土地

海南欣乐鹿业有限公司名下安国用（1996）字第130
号、定安国用（1996）字第13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
房字第 0002387 号、房字第 0002388 号、房字第
0002389号、房字第0002390号、房字第0002391
号、房字第0002392号、房字第0002393号、房字第
0002394号房屋所有权和定安居丁黑熊养殖有限公
司名下定安国用（1999）字第01号土地

担保人

无

无

无

无

鞍山恒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邵为军、邵
慧红、陈国军、项冬莲

定安居丁黑熊养殖有
限公司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
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
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
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11月11日至2021年12月
10日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或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10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
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将在2021年12月1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1年12月1日8时30分至2021年12
月13日11时30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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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13日11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开发
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必须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在
20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须在
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分期支付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商务金融
零售商业混合项目用地。须严格执行《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
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12号）的有关规定。竞得该宗
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成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具备规划报建条件，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
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一年半内完成项目的
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三个月

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
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
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
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
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
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符合海南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
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人按该
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开发建设。
（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
（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
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商务金融
零售商业混合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400万元/亩，不设
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
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
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
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
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六）竞得土地后，竞
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土壤等审
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
储（2021）-20-1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
得方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
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本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
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
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
层 ；联 系 人：林 先 生 李 先 生 ；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18508955059；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10日

文土告字〔2021〕38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21）-
20-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航天
大道片区文清大道

东侧地段

面积

3538.05平方米
（折合5.307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零售商业混合用
地（商务金融与零售商业的

比例70%:30%）

出让年
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0 建筑密度≤25%
绿地率≥40% 建筑限高≤40米

挂牌起始价

1013.6514万元
（折合2865元/平

方米）

竞买
保证金

609万元

外交部回应美官员涉“一带一路”言论：

世界需要互联互通
而不是相互脱钩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王宾 朱超）
针对有美方不具名官员称美拟于明年1月在全球
投资10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以抗衡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日表示，全球基
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世界需要互联互通而
不是相互脱钩，希望美方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
各国共同发展振兴。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8年来，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
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理念，推动
建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加强了各国互联互通水
平，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利益，已成为
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
之一。

“中方认为，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
阔，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或彼此取代的
问题。”汪文斌说，“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
桥，是推动互联互通而不是相互脱钩，是互利共赢
而不是封闭排他。”

“希望美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世界各
国共同发展振兴。”他说。

1931年11月7日，赣南瑞金，谢
家祠堂。

一批来自五湖四海、风华正茂的
人们，健步走进庄严的会场，宣告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
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
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当夜，数万群众提灯游行、燃放焰
火欢庆。

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权呱
呱坠地。

人民共和国，根脉从这里来。

“埃政府”，政权的本色
是为人民

瑞金叶坪，“一苏大”旧址。
阳光为旧址披上淡淡的金色，有

着400余年历史的谢家祠堂静静矗
立，一批批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瞻仰
先辈事迹、聆听建政传奇。

1931年11月，谢家祠堂被布置成
庄严的会堂，劳苦大众和红军代表步入
其中，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成立。

与谢家祠堂一河之隔的洋溪
村，年过九旬的钟香娣说，苏区百
姓亲切地把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
府”。在当地方言中，“埃”就是

“我”的意思，“埃政府”意为“我们
的政府”。

昔日的家族祠堂成为人民殿堂。
中央苏区史专家、江西赣州市委党

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胡日旺说：“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
的工农民主政权，人民开始成为国家的
主人。”

“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
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揭
示——人民，是这个红色政权真正的
主人。

让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之奋斗的目标。
90年后，走进谢家祠堂，人们依然能
直观感受到这一政权的人民本色。

劳动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
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在 500
余平方米的祠堂内，一个个冠以“人
民”称号的“部委”，分处在木板隔成
的小间内。

“人民地位之高亘古未有。”“一苏
大”旧址讲解员邓张珊对游客说。

人民的江山，人民当家作主。“人
民政府”的名和实，从此一脉相承。

人民民主，在这里播下种子

凌晨四点，陈隆梅就起床了，骑着
环卫车上街开始一天的清扫。

她是江西赣州一家环卫公司清扫
班班长，也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两会期间，她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人大代表一起，走进人民大会堂
共商国是。

瑞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
源地，人民从这里开始登上国家议政
殿堂。

90年前，各地610名代表齐聚瑞
金，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

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实行工农兵代
表大会制度，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
参加政权管理。从1931年 11月到
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三
次民主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
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
上，从未发生这样的变化。

从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人民代表大
会、从“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
主”……人民民主的种子在这片土地
上生根发芽，长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的参天大树。

人民民主，既实现于登上国家议
政殿堂参政议政，也体现为深入基层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距叶坪“一苏大”旧址不远处，
叶坪镇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分外
热闹。

“村里遭遇旱情，希望加强水利设
施建设。”“圩日期间，摊点、车辆乱摆
乱停，影响出行安全。”……每月7日，
是叶坪镇人大代表选民接待日。面对
群众提出的问题，镇人大代表沈建华
耐心倾听、仔细记录，努力做到件件有
答复、事事有回应。

从乡村民情，到国家大政，都体
现着人民民主。

为民谋福，见证不变的
初心使命

一边是土木结构的革命旧址，很
多陈设依然保留着当年模样；一边是
一排排靓丽的两三层小楼，与桂花树、
樟树等相互掩映……

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和叶坪新村
相距几百米，时间跨越90年。

“当年，我爷爷在那里生活了一辈
子，如今我们住上三层半小楼，变化太
大了！”望着不远处的旧址群，叶坪新
村60多岁的村民谢佰林感叹。

旧址新村，映照初心。
90年前，在叶坪“一苏大”旧址，刚

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宪法大纲
中明确“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
农民生活为目的”，开始了治国安民的伟
大预演。

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耕田队、犁牛
站、消费合作社，实行免费教育，开展
卫生防疫运动……一系列改善民生之
举，让苏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苏区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
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革命为民，发展为民。
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管理局旧址，一
份《中央政府修路计划》所附的干路图
上，以瑞金为中心的22条干路向四周
延伸。

赣南，曾是偏远的代名词。
今天，一张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

在这里铺开：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客车、
组组通水泥路，京九、昌赣、兴泉、赣深等
铁路和高铁交会贯通，机场开通国际航
线，老区正成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开
放前沿。

继往开来，奋斗不止。
改造危旧土坯房、升级农村电网、

启动安全饮水工程、发展特色产业
……如今，随着若干意见的实施和脱
贫攻坚的开展，赣南山乡迎来巨变。

兴国县马良村，李吉元家三层新
楼中，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一应俱全。

他的爷爷李昌英是毛泽东同志在
《兴国调查》中访谈的八位农民之一，
当时年景好时家里能收十七石谷，但
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的只能靠番
薯补充，除逢年过节外吃不上肉。

如今，李昌英的后人吃穿不愁，还
种了油茶、脐橙，养了鸡、牛，过上了小
康生活。

赣南人民不会忘记，2012年4月，
由42个国家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分
成14个小组深入包括赣南18个县（市、
区）在内的原中央苏区县，走村入户、察
访民情，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把脉开方”。
两个月后，《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出台。人民的期盼化为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老区群众长期面临的住房难、喝
水难、行路难等问题迎刃而解。

在赣南，11个贫困县和114.3万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摆脱绝对贫困。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赣
州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廖丽萍说，
当地已启动新一轮驻村帮扶，1718支
驻村工作队、5026名工作队员全部到
岗，将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民心所向 江山永固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一

幅苏维埃区域地图引人驻足。
纪念馆馆长杨丽珊说，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先后管辖13块根据地，版图
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在国民党的
一次次“围剿”中，有的根据地一度失
守。但他们不知道，民心，才是中国共
产党永远的“根据地”。

瑞金向西百里外，于都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纪念馆，有一幅特殊的“草鞋
地图”：80双草鞋挂在一排竹子上，拼
成一幅中国地图的形状。

草鞋，印刻着苏区干部的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

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
农。”在赣南，一首《苏区干部好作风》
传唱至今，苏区干部形象深入人心。

草鞋，承载着军民鱼水深情。

当年赣南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
有60多万人，长征出发前苏区妇女夜
以继日赶制出2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
战士。

草鞋，见证着义无反顾的牺牲。
丈夫长征后，赣南军嫂陈发姑苦等

75年，每年为丈夫打一双草鞋。当年，赣
南240万人中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长
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以上赣南籍
战士倒下。很多人和陈发姑一样苦等一
生，只等来一张写有“北上无音讯”的烈
士证明。

在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看来，“草
鞋地图”上的一双双草鞋，犹如一颗颗
民心，汇聚成新中国。

任岁月流转，初心终不改，民心
恒如一。

兴国县埠头乡，远远就看到那
块石头上醒目的红色大字——“铭
恩新村”。

几年前，埠头乡危旧土坯房改造
安置点建成，乡亲们聚在一起为新村
取名。大伙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直到
有人提议叫“铭恩新村”，寓意世世代
代记住党的恩情，所有人一致赞成。

今日赣南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民
对党的感情却历久弥坚，永跟党走的
故事仍在延续。

瑞金华屋，后山又多了几株新苗。
苏区时期，17位华氏子弟参加红

军，出发前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
约定革命成功后一起回家。然而，战
争年代的离别，往往就是永别。如今，
华屋青年参军前依然会在后山栽下一
棵松树，17棵青松旁先后增加了26
棵新松。

众心向党，汇聚起磅礴的人民
伟力。

今年，瑞金市壬田镇凤岗村年近
九旬的廖秀英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这个老人靠自己做咸鸭蛋的
传统手艺，推出爆款扶贫产品“廖奶
奶”咸鸭蛋，年销售收入达480万元，
带动90多户贫困户脱贫。她说：“党
和政府帮我们脱贫，我年纪虽大，但有
一分力出一分力。”

不管是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还
是为更加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新时代，
亿万人的力量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
伟力。

人民的江山靠人民，人民的江山
为人民。

（新华社南昌11月9日电 记者
沈锡权 郭强 赖星）

人民的江山
——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之际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就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
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张汨汨）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9日就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
湾发表谈话。

谭克非说，11月9日，美国国会议员乘坐军
机窜访台湾，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
责。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美方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
领土主权，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
正告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径，立即停止一切导
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破坏性行动，不向“台
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我们警告民进党
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铤而走险，否则只会把台湾
带入深重灾难。

他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
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中国人民
解放军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
分裂图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