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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
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
肩、大有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14日上午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与
会代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
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
文化自信，用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展示中国文艺新
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心系复兴伟业，描摹波澜壮阔
的壮美画卷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
角。”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国美
协副主席、雕塑家吴为山倍感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光芒，充分说明了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
要事业，更加坚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奋进方
向。”吴为山说，“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化为无限动力，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寻找灵
感，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寻找资源，在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文艺创作的精神
力量。”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
主题，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
民奋斗的征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中国民协主席
潘鲁生感慨万千：“迈上新征程，我们要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认识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
意义，做好普查研究，加强保护实践，使文化薪火
相传、文脉源远流长，推动民间文艺的创造力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重大主题进行文学创作，
山东作家厉彦林推出了长篇纪实文学《延安答卷》
《沂蒙壮歌》等作品，他对总书记讲话中的“全方位全
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深有感触。

“身为作家，在新的伟大时代面临新的使命。
我将在未来的工作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热情拥抱伟大的时代、真情体验美好生活、悉心捕
捉人性之美，透过有血有肉的文字，努力创作无愧
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厉彦林说。

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
的人民史诗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
动力所在。

“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之母’，让我真切感
受到人民中蕴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
泉。我们在文艺创作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
作为检验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让文艺的百花园
永远为人民绽放。”四川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画家
李兵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生活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生活’，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我对此
感受很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山东省聊城
市文联代表张小军表示，“在接下来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艺志愿服务工作中，我们将凝聚各文艺家协会
积极广泛参与，深挖本土特色文化底蕴，把老百姓需
要的文艺精品送到家门口，建立永不落幕的基层文
艺大舞台”。

近年来，全国文艺界重拾深入生活、潜心创作
的优良传统和良好风气，深入采风创作的越来越
多、长期扎根基层的越来越多、反复深入生活的越
来越多，推出一批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佳作。

深入脱贫攻坚一线、走访脱贫老乡……湖南
省文联主席团委员纪红建用脚步丈量大地，记录
了脱贫攻坚这一伟大事业。他创作的《乡村国是》

更是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更好投入

到乡村振兴之中，行走在中国大地的纵横阡陌，记
录奋斗者的艰辛历程，反映奋斗者的精神面貌，留
下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足迹、人民奋勇向前的
足迹。”纪红建表示。

坚持守正创新，讲好新时代的
中国故事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
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了殷切期望。

作为中国剧协代表团成员，北京央华时代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艺术总监王可然表示，戏剧领域
的“守正”是坚守对观众有温暖方向、对时代有信
心信念的价值基础，“创新”则是不断探索新的舞
台美学、表现形式、技术技巧。“我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守正创新中努力攀登
艺术高峰，追求艺术新境界，为中国话剧艺术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
的宝藏。

通过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

合创新发展，北京摄影家协会理事、青年动画导演
张春景接连推出了《秋实》《立秋》《门神》《筑梦冬
奥》等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动漫作品。“接下来，我
将继续探索用8K超高清视频技术来传播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和科技相融合的方式推动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张春景说。

翻阅大量古籍、实地考察博物馆和文物古迹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网络作家蒋胜男同样
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她
表示：“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
文学创作中展开新的思考、探索新的方向，让网
络文学焕发更大光彩。”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青年一代更是蕴含着创
新创造的无限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
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
浪的生动局面。”中国视协新文艺群体和新文艺
组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龙会磊说，“我们将在
未来的工作中，不断激发新文艺群体和新文艺组
织的活力，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搭建更加广阔的舞
台，推动他们在创新创造中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王鹏 余俊
杰 周玮 史竞男 王思北）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12月16日出版的
第2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实施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

文章强调，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
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人才

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的重大判断，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
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
一是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人
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三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四是坚持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五
是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六是坚持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七是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
才的环境，八是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上8条，
是我们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文章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
谋划。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
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
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
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

团队；到2030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
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技领
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
拓者；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
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
位居世界前列。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开展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点
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
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

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
文章指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

用人主体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评价体
系。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大力培养使
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
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
大批卓越工程师。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
大人才对外开放力度，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广大
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
国解难、为国尽责。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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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00:00-07:00对金盘路等地区的电

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1年12月19日00:00-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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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资产拍卖暨网络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定于2021
年12月23日，通过“京东拍卖”对大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中服
进出口有限公司、海南农垦华侨经济实业开发公司等3户不良
债权资产采用公开拍卖竞价处置。

本次公开竞价公告期自2021年12月16日至2021年12月
22日，拍卖规则、交易条件等具体信息以“京东拍卖”（paimai.
jd.com）公示为准，意向投资人可登录网址查询。

联系人：
李先生 0898-66746602 郑女士 0898-6673469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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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催收公告

注：本公告列示欠款本金余额截止日为2021年12月16日。

根据《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海南联

合资产管理公司，下同）已从金融机构收购了原发生于中国农业银

行的对下列债务人、保证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附属从权利。海南联

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权利）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立即向海南联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若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它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保证人)名称

海南省祥隆实业公司

海南省热带作物发展
总公司

海南省机械房地产总
公司
(保证人：海南省机械
工业总公司)

海南省电影器材公司

海南省无线电厂

欠款本金
余额

3,300,
000.00

22,470,
000.00

2,000,
000.00

230,
000.00

20,000,
000.00

欠款利息余额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或法院判决计算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或法院判决计算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或法院判决计算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或法院判决计算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或法院判决计算

单位：人民币·元

声明
我司已于2021年8月27日在《海南日报》发表关于停止海商农

业开发（定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商农业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关声
明，在此基础上现再次公告声明如下：

1、经依法依规甄别确认，目前为止与我司具有合法有效投资与
工程建设合作合同关系的市场主体有海南齐越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陕西伟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南中业思维营销策划
代理有限公司、海口百年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在8月27日公告声
明后规定的期限之内未到我司确认对接相关合同、协议以及债权债
务关系（正当权益）的单位和个人，我司不再受理，相关经济与法律责
任和后果均自行承担。

2、对于停止海商农业公司开发经营活动及免除孙丽华在我司
（含海商农业公司）所有职务的决定，孙丽华明确知悉并接受。孙丽华
在受聘我司（含海商农业公司）期间未执行我司制度及管理要求做出
的任何不当行为（含其被免职后一直不履行重要文件资料移交、财务
善后事宜及离任审计工作）所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与造成的法律后
果由其自行承担。此外，孙丽华在受聘期间原与我司签订的相关内部
协议与承诺书，我司早已通过多项书面文件依次予以纠正和否定，现
再次声明该内部协议与承诺书原件作废。

3、我司将随后对海商农业公司进行剥离，并对其银行账户及相关
手续予以冻结封存。鉴于项目联合体单位之一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未正常履行其工作职责且已声明退出，为确保项目正常合法推进
完成，我司经与各有关方沟通协商达成一致，由我司（联合体牵头方）
自行按正规程序对项目施工单位做变更调整，并已先后与监理单位、
竣工结算（决算审计）单位等正常约定了第三方委托服务。请各有关方
在我司总经理刘建强统筹协调下，尽快自觉依法依规完善落实相关各
项工作手续，并迅速推动项目开发建设目标任务完成。如有以各种理
由和借口拖延、拒不正常配合履行职责的，应承担由其行为造成的一
切经济损失与法律后果。对于任何损害我司社会形象和合法权益的行
为，我司将随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刑事控告等）。

海商万达投资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