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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奋勇前进，集
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战胜各
种风险挑战的关键。

“我们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
心。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不会改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
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和不确定”，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坚持多边主义，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践告诉我们，越是面对前进道路上
的风险挑战，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
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
心。应当看到，我国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
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
国，2020年成为第一大外资流入国；我国
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
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
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
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
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多人口所形成
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

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我们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
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
践充分表明，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
刻复杂变化，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
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
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
势和条件没有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
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
和信心所在。新征程上，我们有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战，有足够的底
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在
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
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对此作了精辟概括：必须坚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
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
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
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
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
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
念。这“四个必须”，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巨轮
破浪前行的高超智慧，充分展现了党中
央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娴熟
能力，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认识

论和方法论，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必胜信
心、增强了战略定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防范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
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做好自己
的事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
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努力实
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面向未来，有党
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

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
资源，我们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坚定不
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能在抗击大风
险中创造出大机遇，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回顾一路走
来的奋斗历程，我们一直是在克服困难
中发展进步，在应对挑战中超越自我。
中国具有迎难而上、爬坡过坎的能力，没
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前进的坚定步伐。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奋发有为、
锐意进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
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今年经济工
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明年经济工
作。社会各界认为，会议对于大家凝聚
共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做好明年经
济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切实推动高
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十四五”开局良好，做好
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断
积累

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千亿件、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已覆盖全
国、前11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去
年全年……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面对内外环境的多重挑
战，中国经济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等多重风
险挑战下，我们保持了宏观政策连续性、
稳定性、可持续性。”工信部研究机构赛
迪顾问总裁秦海林表示，以产业政策为
例，更加注重强调根据产业特色、发展规
律制定政策，更注重政策的抵达效果，让
企业更加有信心谋创新、做实业。

这一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江苏镇江，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子公司的冷藏车生产车间内，激
光精准切割、机器人高效焊接……新技

术让传统制造“换了容颜”。依靠科技创
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家企业克服原
材料价格上涨、市场需求疲软等不利因
素，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创历史新高。

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李晓甫感
慨：“我们将坚持集约型、创新型发展，继
续在车辆轻量化、数字化方面作出努力，
更好服务物流企业。”

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
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
识。会议将其概括为“四个必须”——必
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持
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必须加
强统筹协调。

在重庆市丰都县委常委、三建乡党
委书记章烈看来，这既是立足非凡实践
总结出的深刻启示，更是指导下一步做
好经济工作的方法和根本遵循。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强统筹协
调。”他说，要稳步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之路，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特点，科
学谋划、统筹协调。我们下一步既要加
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又要促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努力实
现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综合效益。

稳字当头促发展，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会议用一个
“稳”字定下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
从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开放、区
域、社会等7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光
普表示，明年国内外环境中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仍然很多，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不
仅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稳定预期，也有
利于推进改革、化解风险、解决问题。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制造商力
高新能源今年生意红火，也碰上了成长
中的烦恼——现金流压力。力高新能源
创始人王瀚超表示，企业今年明显感受
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创新型中小企业
的支持力度在增加。

瞄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
主体信心，会议提出实施新的减税降费
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等
一系列“暖心之举”。

“这将促进更多要素流向高新技术
企业，让我们信心更足。”王瀚超说，企业

将加大对智慧能源、储能等领域技术的
研发投入，加速关键环节国产化，提升产
业链现代化水平。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会议对能源领域的一系
列政策，将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插上“翅膀”。

前不久，青海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
连续两日突破千万千瓦，一批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也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等地开工。青海正加快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

海西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昂
智信心满怀：“我们要汇聚新动能，抢抓
新机遇，在‘双碳’主战场接续发力，把海
西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新发展
阶段的经济优势。”

东海之滨的浙江，正积极推进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台州市
黄岩区平田村的“小橘灯”暖心工坊里，
100多名村民正忙着组装玩具产品。这
是黄岩区实施“全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
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引导企业、合作社
等市场主体下沉，带动山区农民增收。

会议明晰了推进共同富裕的方向。
黄岩区委书记包顺富表示，黄岩将深化

与高校院所合作，探索制定共同富裕县
域标准和行动纲要。抢抓全省数字化改
革契机，高水平建设“共富大脑”，利用数
字技术对居民个体精准服务，进一步增
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面临三重压力，凝心聚力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大家表示，我
们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心，凝心聚
力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
键。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济波坦言，目前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
一定的经营困难，既需要国家政策引导
支持，更需要锤炼自身闯关本领。“我们
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加快企业数字化转
型，另一方面尝试与高新技术企业、高校
等联合研发，以实现创新型产品的研发
和量产。目前正着手与相关企业合作，
通过优势互补加快电动无人驾驶工程机
械和光伏电站维护设备研发进度。”

帮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稳定

就业岗位、保障基本民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吉林长春

的关东老刘商贸有限公司从一家土特产
小店转型为企业，还将分公司落户郑州。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后，能更好
应对疫情等风险挑战。”长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朝阳分局审批办主任张辉说，“我
们将优化工作方式，持续创新服务小微
企业的暖心举措、切实办法，不断增强小
微企业活力。”

预期更稳，信心更足。“会议传递出
清晰的稳增长信号。”中金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彭文生认为，会议部署的稳增长政
策将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进行有机
结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行业政策协
调配合，共同推进稳增长目标落地。

砥砺奋斗精神，增强实干本领。深
圳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表示，会议
提出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
业能力并做到“三个敬畏”，对做好今后
工作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今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公布，“特
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站上新的历史起
点，迎接新的使命。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聚焦激活发
展动力的改革开放，以先行示范的高标
准主动改革、制度型融合性高水平对外
开放，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再创前海
速度、前海质量、前海奇迹。”王锦侠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让高质量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社会各界热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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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于2021年12月10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6版《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中自然资告字【2021】12号），位于琼中县省道304与南坵公路交
汇处，地块编号为QZ-2021003地块，因故延期挂牌出让，现将延期事
项公告如下：1、竞买申请截止时间至2022年1月13日17:00（以网上
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2、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
年1月13日17:00（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
准）；3、竞买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年1月14日17:00；4、挂牌
报价时间：2022年1月2日8:00至2022年1月17日16:00；5、挂牌
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年1月17日16:00。其他事项不变。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3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1年12月10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6版《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中自然资告字【2021】13号），位于琼中县司法局以北50米，地块
编号为QZ-2021002地块，因故延期挂牌出让，现将延期事项公告
如下：1、竞买申请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年1月13日17:00（以网上
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2、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
年1月13日17:00（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
准）；3、竞买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年1月14日17:00；4、挂
牌报价时间：2022年1月2日8:00至2022年1月17日17:00；5、挂
牌报价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年1月17日17:00。其他事项不变。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3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8日10时至2021年12月2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com/
haiguan.html）进行现状净价拍卖：1、符聪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名
下罚没的涉案车辆4辆（清单备索）。2、符聪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名
下罚没的涉案房产金锋酒店。特别说明：证载建筑面积2100m2，证
载土地面积 420m2。根据《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临房测报
[2014]第274号），金锋酒店实测面积为3728.64m2，已超出合法办证
面积2100m2，未办证面积1628.64m2；基底面积为683.13m2，超出土
地面积263.13m2。扩宽面积可以补办手续。展示时间：12月23日
至24日。竞买人须登录注册京东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
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1213期）

海口市海秀大道金海大院3套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96-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
167号金海大院3套房产，建筑面积为86.13m2至 87.16m2不
等，挂牌价为62.96万元至68.07万元不等。公告期：2021年12
月13日至2021年12月27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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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13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三亚市公安局委托，定于2022年1月12日10时起至2022

年1月1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
址：https://auction.jd.com/haiguan.html）对下列标的物按现状
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物：三亚市崖城镇（现崖州区）崖州路692.46m2土
地使用权及4031.72m2地上建筑物（三土房（2005）字第0027号）。

参考价：4637.28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二、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1月11日止。
三、展示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
四、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月11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五、特别说明：
1.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

地产限购政策；2.证载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54年11月16日，
证载用途：住宅；3.建筑物1层部分及2至6层出租于他人经营宾
馆，1层部分分割为5个商铺出租于他人经营；4.上述标的存在抵
押，即存在他项权利；5.产权变更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
方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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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1221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20日10时至2021
年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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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苹果平
板一批，保证金1万元；2、酒一批，保证金5万元；3、化妆品一批，保证
金0.5万元；4、衣服一批，保证金1万元。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
涉案财物（标的明细详见委托拍卖标的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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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详见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
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陆海口海
关网址（http://haikou.customs.gov.cn）查询。标的展示时间：
2021年12月16日至17日（提前预约）。标的展示地点：1、2、3项在海
口市滨海大道61号海口海关，4项在龙昆北路21号海口海关仓库。
电话：0898-66723114、13036099114。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
89号汇隆广场一单元1-801房。海口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7。

●三亚晶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琼B37523车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副本一本，琼交

运管海口字460200064993，现声

明作废。

地址：临高县临城镇新桥南路71

号 联系电话：（0898）28286799

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

2021年12月11日

公告
昌隆酒店卫生间及部分公共部位

修缮工程项目招标，预算金额：

427901.98 元，建设内容：拆除工

程、修缮工程等。拟报名者应在见

报5个工作日内与海南信采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王工联系，电

话：66715150。 海南华盈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催告通知
张志超：根据2010年12月26日张

志超、曾广力、詹玉玲三方签订的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第一条第3

通知
符壮：你承租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公社陈村新村33号的一楼铺面，

因你逾期将近一年未能缴纳房租并

且无法联系上你本人，请你自该通

知登报之日起15天内联系陈景光，

特此通知。陈景光：15508912966

2021年12月13日

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公告
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原环卫岗

位中未与临高龙马环卫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和临高东飞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环卫工

人，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与复印

件、个人劳动档案材料原件与复印

件（如劳动合同、社保缴费清单、工

资表等），于2021年12月13日至

2021年12月20日到本单位确认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逾期后果自

负。特此公告！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款和第二条的约定，你应该在我司

项目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十五

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

给詹玉玲，现我司早已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项目开发建设基

本完毕。但至今为止你只支付了

部分股权转让款，现催告你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七天内向詹玉玲支

付全部余款。逾期不付，本人将采

取进一步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特此通知！

三亚美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詹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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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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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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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仓库出租、土地合作
儋州木棠和白马井两处厂房仓库

出租，占地分别为100亩、200亩，

厂内建筑约2万m2（含办公楼、宿

舍）。另有临高马袅、儋州王五镇农

业用地出租，电话：18689982157。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现有两处大型洗车场转让

地处三亚市区繁华地段

联系电话:13121191234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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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