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1年12月8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王赛A13 时政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金盘3楼传输机房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传输的业务

使用将受7个小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1年12月11日00:00-7:00对金盘路等地区的电信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1年12月12日00:00-7:00对金盘路等地区的电信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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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公司
2021年12月8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曾尚（转让方，身份证：440923198412241719）与邵兴华

（受让方，身份证：440923196411071739）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转让方已将海南斯聪工贸有限公司1笔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
方，债权本金2,000,000.00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利息为
11,956908.58元（利息仍在持续计算），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
成为该企业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据此，请借款人自公告之日
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

特此公告。
曾尚，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拦海中村 77 号，联系电话：

13136050613。
邵兴华，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四东路锦艺别墅A-38栋，

联系电话：13976000888。
2021年12月8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5执3191号

申请执行人王文伟与被执行人符向荣、陈莉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琼0105民初458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将登记在符向荣名下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南侧西城秀
舍C栋拥秀阁第三层D-301房(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
第KH182108号)房产权过户至申请执行人王文伟名下，如对上
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
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联系人：李红玉 联系电话：0898-68638866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西255号 邮编：570311

西崩潭污水溢流控制项目属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事
项，根据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整改方案要求建设水质净化设施等工
程，并要求今年年底完成整改。经海口市政府同意，根据市政府专题
会议纪要[2021]114号和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1]258号，我局按
程序启动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规B-1-22（附1）、（附2）地块规划修改
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1年12月8日至2022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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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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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蔡莉。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1-22（附1）、B-1-22（附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我公司于海南省定安县金鸡岭农场一队建设生猪养殖项目，

目前《海南农垦定安年出栏1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公众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网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1M0V-FBUrbeQEiAX4DLVw；
提取码: fmnw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海垦路13号绿海大厦8层。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
建设地点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
众意见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
与反馈。建设单位：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联系人：邝先生；
联系电话：18689809879；电子邮件：77961145@qq.com。五、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11月30日~2021年12月13日。在此
期间，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海南农垦定安年出栏1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1年11月18日发布《东自然资告字〔2021〕

45号》，更正内容如下：东出让2021-32号地块主要规划指

标由建筑密度≤30％、绿地率≥20％，更正为：建筑密度≥
30%、绿地率≤20％。

该宗地的挂牌出让时间按交易相关规定顺延，顺延后挂牌

时间为：2021年12月29日8:00— 2022年1月10日10:00；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7日16:00。原公

告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8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
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参考价：25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2日17:00（以保证金到账

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于

标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1年12月22日17:00前到我

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
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

行；账号：2662 5618 747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

交款）、第20211224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

于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19m2的现状
为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为商住用地、土地代码为B9-
04）和建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
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4、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
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
现规划为商住混合用地，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
于三亚市人民政府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
jhgh/202006/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shtml）；5、委
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参考网址：http://www.sanyawanmei.cn/。

联系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拍卖：三亚5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信息

（第20211224期）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22年1月12日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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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价
拍卖方式进行现场公开拍卖，现将第三次拍卖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
标的物：海南省文昌市清澜高隆湾沿海地段的81837.80平方米(约123
亩）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文国用（2013）第W0305473号】。保留价：
人民币353726272元。竞买保证金：70745254元。二、标的物展示时
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1月10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月
10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款项到账为
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1009689490004019。缴款用
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21）琼96拍1号竞买保证金。三、
查封情况：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查封上述土地使用权。四、抵押、
租赁情况：无。五、瑕疵说明：拍卖标的为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清澜高隆湾沿海地段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文
国用（2013）第W0305473号】，本次拍卖标的物按现状拍卖，现状具体
情况以海南中兴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兴华房估字
【2021】字第03043号房地产价值鉴定报告内描述为准，后续的产权登
记事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作任何承诺和
保证。六、关于上述宗地土地闲置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文自然资函（2021）1630号《关于协助处置
文国用（2013）第W0305473号闲置土地的函》的请求，将协助该局从
上述宗地拍卖所得价款中扣留3140.9348万元用于支付土地闲置费；
上述宗地属于围填海造地项目用地，并禁止商品住宅建设，需进行产业
转型重新确定用地性质后方能开发建设。七、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必须
符合上述不动产所在地限购政策规定的条件，具体限购政策规定可向
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咨询。竞买人因不符合限购政策规定条件而导致
不能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
法律后果亦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八、本次拍卖为整体拍卖，本次拍卖所
产生的所有税费依照法律规定由买受人和被执行人海南中坤渝安投资
有限公司各自承担。拍卖单位：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
龙华区国贸路16-2号帝国大厦A座22层2202室；联系电话：黄女士
0898-66721736、13807653966；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01031。

（2021）琼96拍1号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海南省道路运输局关于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行政法律法规规定，我局分别对当事人林剑松

（琼 C76626 车）于 2018 年 12 月 2 日、陈勇（粤 BCH320 车）于
2018年10月10日、蒋希贵（桂C25151车）于2018年12月4日、
林芳安（琼A78113车）于2019年1月14日、琼海柏佳丽成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琼C14941车）于2018年12月23日、三亚品界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琼B30303车）于2019年01月29日、海南中海
华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琼D41041车）于2018年12月15日、海
南润利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琼A63871车）于2018年12月28日、
三亚鹿程旅业服务有限公司（琼B18257车）于2019年1月10日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游客运经营违法行为
作出了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分别对当事人桂林泓顺
运输有限公司（桂C27858车）于2019年1月4日未持有效的包车
客运标志牌进行包车客运经营、保定纵游旅游运输有限公司（冀
FJ1457车）于2018年11月27日从事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
经营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现将11份《行
政处罚决定书》（琼运罚[2019]第 4600201900079 号、琼运罚
[2020]第4600202000011号、琼运罚[2020]第4600202000004号、
琼运罚[2020]第4600202000008号、琼运罚[2020]第4600202000
005 号、琼运罚[2020]第 4600202000003 号、琼运罚[2019]第
4600201900077号、琼运罚[2020]第4600202000010号、琼运罚
[2020]第4600202000002号、琼运罚[2019]第4600201900065号、
琼运罚[2020]第4600202000006号）公告送达。上述当事人如果不
服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海南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满60日即视为送达。受送达人可到我局领取上述文书书面文本。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新港海运路16号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直属单位联合办公楼3楼314室，联系电话：0898-66218255。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2021年12月6日

商铺、土地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11HN0275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商铺、土地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
的：1、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99号院内空地；2、五指山市三月三大
道99号房屋一层三间铺面。二、租赁期限：三年。以成交价作为第
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1年12月8日至2021年12月21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8日

别墅及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1HN0257-1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资产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1、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一横路金贸小区3栋3-1别墅；2、海口市广场
路2号铺面3。二、招租价格：1、别墅租金为10324元/月；2、铺面
租金5829元/月。三、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
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四、公告期：
2021年12月8日至2021年12月21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07麦
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8日

协调发展：
以理念之变掌握发展中

的历史主动

GDP，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新世纪以来

首次回落到8%以下。
“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

也。”
“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

立足中国国情，立足新发展阶段，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历
史方位，牢牢掌握新时代发展的历史主
动。

这是再塑经济发展路径的深刻变革
——

面对“三期叠加”复杂局面，习近平
总书记高瞻远瞩鲜明提出，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凝聚着对
中国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对局
部与整体、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深
刻把握中登高望远。

以新发展理念重构发展逻辑，关系
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就此展
开。

这是打造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辩证
逻辑——

东海之滨，大江奔涌，书写着新时代
江海交汇的传奇故事。

“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
布。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人口、资源禀赋
差异巨大，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从来都是
一个重大问题。

“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
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
法。”总书记深刻指出。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京津冀、粤港
澳、长三角打造活跃增长极；西部大开
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
率先发展蹄疾步稳……

“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
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
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

大棋局接续落子，相连成势，区域协
调发展空间布局愈加清晰。

这是兼顾速度与质量、统筹规模与
结构的重大举措——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量关键
设备、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一些地方“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

如果说“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的痛
点所在，那么“均衡”就是结构调整、动力
转换的主攻方向。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
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
实现整体跃升”“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
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

针对有效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结
构性问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对症下药。

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
布局和先手棋——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
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关

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新战略。
“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

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
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协同共进：
以内涵之变推动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山西大同郊外，从空中俯瞰，两只
“大熊猫”格外显眼——这是全球首座大
熊猫造型的光伏电站，每年发电量可供
约3.4万个家庭使用一年。

大同曾面临“一煤独大”的产业困
局，更面临污染严重的生态困局。川流
不息的运煤车荡起冲天煤尘，久而久之
给云冈大佛披上了一层“黑袈裟”。

近年来，百年“煤都”加速向“新能源
之都”迈进，经济更加健康，还换回了年
均300余天的“大同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
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

这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高资源消耗、高

污染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表现在
产业结构、资源环境效率等方面。

“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
破坏性方式搞发展”“应该遵循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
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
会长久的”……

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
一体”，再到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进入全面推进、全面协调、
更具中国特色、引领全球发展方式的新
阶段。

一系列重大部署宣示党中央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绿色发展成
为新发展理念重要组成；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生
态文明写入宪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推动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系列制度改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驶入快车道——

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数十项涉及生态文
明建设的改革方案相继出台；

生态环境质量成为硬约束：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有效实
施；

以制度之力助推污染防治：生态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河（湖）长制、禁止
洋垃圾入境等环境治理制度落地生效；

发挥绿色经济政策引导作用：绿色
金融改革、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环
境保护税开征、生态保护补偿等环境经
济政策进展顺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努力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
进，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走
出了一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相得益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之路。

协力齐心：
以维度之变选择最有效

发展模式，走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11月6日，一列和谐号列车缓缓驶
入云南大理州南涧县小湾东站，这座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设立的火车站开通运营，几十万群众生
产生活因此受益。

经济学中有一种“帕累托最优”观
点，指资源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一
种理想状态。这种协调发展模式前后左
右相互照应，是最有效的发展模式。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
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
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
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
统一。”

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习近平总
书记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做出正
确研判，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这是惠及人口最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出台教育
“双减”政策，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坚
持“房住不炒”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推动行业
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行动扎实
展开，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

这是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的务实举措——

11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让文
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
实施意见》。

“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
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物质文明不断丰富促进精神文明领
域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又成为物质文明
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
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

这是迈向伟大复兴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伟大建党
精神，在9500多万党员、14亿多中国人
民心中激荡起继往开来、砥砺奋进的磅
礴力量。

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首次阐释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
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主
要内涵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推动我国
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
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
勇向前。”总书记道出真谛。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从“协”字看发展方式之变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述评之四

■ 新华社记者

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局、虑长远、解难题，统筹兼顾、综合协调，突出重点、带动全局。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新发展阶段目标任务出发，统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运筹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
平，聚焦一个“协”字，道出思想的广度、深度与维度，是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