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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金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不慎遗失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
据十张，收据号码：1901093691～
1901093700，声明作废。

●海南志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YGA64K）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不慎遗

失预告证一份，证号：琼〔2021〕陵

水县不动产证明第0003129号，声

明作废。

●海南蓝鲸鲜生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

编号：JY14601071958743，声明

作废。

●梁子祎不慎遗失由海南川恒实

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石梅山庄

水生活1-169车位定金收据一张，

编号：9920965，金额：10000 元

整，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新合村民委员会

苏昌一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6347101，

账号：1007614500000145，声明

作废。

●文昌市文教镇加美村民委员会

加美五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7124701，

账号：1011106000000173，声明

作废。

●昌江伟强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车牌

号琼D5A59挂（黄色）牌道路运输

证，证号：469026061259，声明作废。

共享办公空位招商
联系电话：18308907533。

减资公告
海南南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8MA5TL

QL95P）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 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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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中旷国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K

6LCXP）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2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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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链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T5WGY7G）经公
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700 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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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省匠心游泳运动俱乐部（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MJY293692P）拟向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
俱乐部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中化学建设（海南）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MDKQ8A）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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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南弗里曼体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法人章（李澳），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海昌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王

旭光）私章，声明作废。

●万宁市龙滚镇农场遗失万宁农

村商业银行龙滚支行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6237001，

账号：210602001003500000466，

声明作废。

●海口市阿狸宝贝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万宁市大茂镇中心幼儿园不慎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分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21413001040025339，声明作废。

●海口蓝色之光广告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557394342G）因财务专

用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芩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YQR86T）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亿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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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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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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中心幼
儿园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90280016061，声明作废。
●海南蒙特螺旋藻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翻滚吧麻辣香锅餐饮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一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1071904717，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商会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9311501，声明作废。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1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1270811，金额：150000 元，特此
声明。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1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0366582，金额：150000 元，特此
声明。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1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9037184，金额：227912 元，特此

声明。

声明
海南蒙特螺旋藻科技有限公司决

定解除关于原对韩星元的授权任

命委托书，终止该《任命委托书》赋

予韩星元先生全权负责处理我司

事宜的权力，本声明自刊登之日起

生效。特此声明。海南蒙特螺旋藻

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

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经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

息公告，详见http://hnsthb.hain

an.gov.cn:8007/hbcenter/qyzz

hpysgsIndex.jsp。联系人：任晨鑫，

联系电话：0898-88832621。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 告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耀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旅
游客运分公司不慎遗失琼A59201
车 运 输 证 ， 证 号 为 ：
460100045834，现声明作废。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1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5037680，金额：150000 元，特此
声明。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6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0366581，金额：150000 元，特此
声明。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6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1270812，金额：150000 元，特此
声明。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6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5037679，金额：150000 元，特此
声明。
●罗秋彤、罗炯富、周琴、罗宏政不
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 888 号佳元七彩澜湾 13-A-
2106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9037183，金额：235108 元，特此
声明。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开展
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2022年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慰问帮扶
全国道德模范活动，充分彰显党和国家对道德模
范的关怀礼遇，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安排专项资金
310万元，委托相关省级文明办登门看望慰问22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6名全国
道德模范及其家属，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问
候，送上帮扶资金和新春祝福，详细了解他们的
工作生活情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勉励他们保
持先进本色，继续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始终做道
德的践行者、精神的引领者、时代的奋斗者。

慰问帮扶的全国道德模范，有在革命战争年
代冲锋陷阵，在和平建设时期深藏功名，带领村民
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抗美援朝老兵孙景坤；有十
八年如一日，全年365天忙碌无休，在医院旁的小
巷里开办“爱心厨房”，让病人吃上“家的味道”可
口饭菜的万佐成、熊庚香夫妻；有十几年如一日悉
心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带着妈妈上大学的坚强
女孩刘羲檬……慰问组还看望了部分牺牲去世的
道德模范家属，有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毅然逆行、连续奋战，用年轻生命书写救死扶伤奋
斗篇章的援鄂护士梁小霞的父母；有一次次放弃
回城机会，扎根偏远深山，不幸牺牲在脱贫攻坚一
线的基层纪检干部李夏的妻子等。道德模范们纷
纷表示，感谢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一定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尽己所能、用己所长，向社会传播真
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影响更多人建功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据悉，近年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先后出资
2770多万元，帮扶全国道德模范330多人次。

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
规模再创新高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于佳欣、王雨
萧）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成绩单”13日出炉。
商务部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11493.6亿元，同比增长14.9%，引资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不仅总量高，而且成色足。据商务部数据，我
国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引资增长较快。2021年，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7.1%，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7%，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19.2%。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64.9亿元，
同比增长16.7%。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投
资增长较快，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4%和
29%，高于全国引资增速。

此外，东中西部引资全面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14.6%、20.5%和14.2%。

未来如何继续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2022年商务部将从进一
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开放平台建
设、进一步加强外资企业和项目服务保障、进一步
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方面入手，推动稳总量、优结
构、提质量，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据介绍，商务部将落实好2021年版全国和
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督促加快配套
法规文件“立改废”，保障“非禁即入”。修订扩
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
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
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和中西部地
区。商务部还将全面清理与外商投资法及其实
施条例不符的规定，落实外资企业公平待遇。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使中国长期成为外商投资的
热土。”束珏婷说。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
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
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这次全会决议
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带动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
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
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
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
面领会”。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
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
建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
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
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

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
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
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
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
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
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
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提出小康社会
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明
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
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
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
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
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
论断，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
观实际，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
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们
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
断，但却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
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
新挑战，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
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
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
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实践充分证明，认识社
会主要矛盾是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钥
匙”，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过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每
一次深化，都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认识水平，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科学性正确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复杂形势、
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
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
讲重点论。要认识到，矛盾是普遍存在
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
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
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
解决矛盾的过程。还要认识到，社会主要
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和集中
反映，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
积极面对矛盾、解决矛盾，必须注意把握
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
和次要方面的关系。我们要有全局观，对
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
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
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
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
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必须清醒认识
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
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
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党要牢牢
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
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
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科学把握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坚定理想信念，牢
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
苦奋斗，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胜利，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岁末年初，中央部委密集召开年度
工作会议。根据各部委会议、负责人发
声以及一系列新规透露的信息，一份影
响多个群体的“民生清单”呼之欲出。

“米袋子”“菜篮子”：千
方百计确保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供应

近期召开的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
会议研究部署了今年的重点工作，提
出要围绕“两条底线”，突出抓好“四件
要事”，“‘三农’这块压舱石必须夯得
实之又实”。

两条底线，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二是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四件要
事”中，除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另外三件都是围绕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

不同于去年“奋力夺取粮食丰收”的
表述，此次会议提出，要“以背水一战的态
度、超常超强的力度，坚决打赢保夏粮保
全年粮食丰收这场硬仗。”这也是“四件要
事”中的首件：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

其二，是要攻坚克难扩种大豆油
料。其三，要确保“菜篮子”产品稳定
供给，发挥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
核指挥棒作用，稳定生猪生产，继续抓
好其他畜禽、蛋奶和水产品生产，强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钱袋子”：减税降费力
度将更大，小微企业与“工
薪族”迎来利好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和全国税
务工作视频会议明确，2022年，减税
降费政策力度将更大。

从“减税降费”到“减税降费+缓

税缓费”，2016年至2021年，全国新
增减税降费累计超 8.6 万亿元 。
2021年，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1
万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
2022年税务部门将落实好大规模、阶
段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加
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
的支持力度，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不折不扣、高效高质落地生根。

不久前，两部门发布公告明确多项
个税优惠政策延续实施。例如，全年一
次性奖金单独计税优惠政策，延续至
2023年底；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
要汇算清缴补税的，或年度汇算清缴补
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可免予办理汇
算清缴政策延续至2023年底等。

个税优惠政策延续，将利好广大
“工薪族”、中低收入群体等，预计一年
可减税1100亿元。

就业：解决好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就业，开展平台灵活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2022年第一周，人社部发布《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服务指南》，再
次明确对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自
主创业的帮扶政策，以及对企业招用
毕业生的相应激励等。

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
规模预计首次突破千万，达1076万
人，总量和增量均为近年之最。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
调，“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问题”“抓好重点群体就业，落实落细

稳就业举措”。
新就业形态被称为稳就业的“蓄

水池”，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
亿人。2022年，我国将持续健全灵活
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在部
分省份和行业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养老：推进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发展多层次多
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2022年，我国将推进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
建立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
担机制，中央财政支持保持稳定性和
连续性，逐步强化地方政府支出责任，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
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养老
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1年12月，《关于推动个人养
老金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这意味
着，在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
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外，我
国首次明确了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设
计框架，即将迎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
规范发展。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总
的考虑是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
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
资金市场化投资运营。要完善制度
设计，合理划分国家、单位和个人的
养老责任，为个人积累养老金提供制
度保障。

住房：努力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更好满足购房者
合理需求

2021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
体平稳。当前，新增住房需求及居民
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依然旺盛，2022
年将如何更好地满足“住有所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指
出，要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
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强化省级政府监
督指导责任，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满足
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努力做到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同时，将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
房需求，加大金融、土地、公共服务等
政策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加
快发展长租房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提出，
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
度，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
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抓好农村改厕和污水垃
圾治理等重点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指
出，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
制，提高衔接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用
于产业的比重，重点发展一批特色优
势富民产业，加大对160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
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三个方面，会议提出统筹推进“六项
任务”。包括坚决完成好新建1亿亩高
标准农田任务，加力推进农机装备补短
板；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抓好农村改厕整改巩固，接续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协
调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

交通运输部提出，今年要继续强
化对脱贫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
持，加快完善“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体系，有序推进较大人口规模自然
村（组）、抵边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同
时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节
点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农村物流体系。

交通：提升服务质量，
保障劳动权益

2021年年末召开的全国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部署了今年的重点工作。

其中，在抓好交通运输常态化疫
情防控方面，提出持续强化外防输入，
加强内防反弹，坚决避免疫情通过交
通运输环节传播扩散。

在提高交通运输服务供给质量方
面，将加强出行服务无障碍、适老化、
人文化建设，深化电子不停车收费系
统（ETC）服务提升。

还有一系列政策将惠及货车司
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等。

在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交通运输新
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工程”不久
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文，提
出10项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
员权益保障的举措。文件要求网约车
抽成成为“明白账”，并让司机参与到
规则制定中；推动网约车司机更方便
地参保和享受待遇，也尝试破解“就
餐、停车、如厕、休息难”等身边难题。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中央部委密集开会

2022年要干哪些民生实事？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