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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发展而
精彩。

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雨而依然璀璨
夺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轴上，写就光
芒万丈的篇章。

读懂中国共产党，文化的视角不可
或缺。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
发现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
思主义的内在契合性，夯实中国人民接
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
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这一历史进程，
也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明
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
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民族文化之根，
铸民族精神之魂，拓文明发展之道，用真
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用文化之火照亮
民族复兴之路。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业，中华
儿女开创未来，具有无比坚定的历史自
信和文化自信！

（一）

“致广大而尽精微”——新年前夕，
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引用《礼记·中庸》之语揭示成事之道，
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和高超的政治
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系列战略
思想和创新理念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
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进一步概括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内容。“十个明确”贯通着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髓，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
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
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

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的中国
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生动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地位。

1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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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
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篇章。新的征程上，吸吮着五千年
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养分，在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
丰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必将展现更加强大的真理力
量，指引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江流万里，绵延不绝。在世界东方
这片热土上，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
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人文精
神、道德理念和治理智慧，为克服艰难
险阻、书写辉煌史诗提供了思想营养和
精神支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0 多个文明形
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
而从未中断。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化源头，深刻
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
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博大精深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
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一系列重要论

述，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
高度，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
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固本培元、立
根铸魂的思想力量。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
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
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2021年春天，在“奇秀甲东南”
的武夷山下、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一
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
之源。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将中华
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结合起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
前进，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新的历史
伟业，就拥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
无比强大的奋进力量。

（三）

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五千年文脉涵养了
巍巍中华。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从“周虽
旧邦，其命维新”，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从“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
德”，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在历史风雨洗礼中，中华民族守常达变、
开拓进取，中华文明推陈出新、赓续发
展，造就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
华文脉。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习近平
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文明传
承、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
行观照，强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
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弘扬起来”，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课
题。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对待优
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回
答了“传承和发展什么样的优秀传统文
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等理
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在新时代赓续中
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照
单全收、简单复古，而应采取马克思主义
的态度与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
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华文脉之贯
通，通在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
质、精神脉络，更通在结合时代新发展新
语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
内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

新时代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
根本价值取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
提升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题中应有之
义。赓续中华文脉，一个重要支撑就是
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擦
亮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底色。采取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呈现方式，推
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和日常生
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印刻在古籍中的文字
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才
能不断增强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用
文化之光开启美好生活之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
富。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
的。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际社会日益关注
中国、希望了解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
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
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养分，以自信
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方能推动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
进，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
风”劲吹，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日
益高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迸发，呈
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生动景象。
以创新方式探寻中华文化宝藏，《典籍里
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唐宫夜宴》等
电视节目广受青睐；幻化于《千里江山
图》，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向观众展现跨
越千年的丹青意韵；演绎“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栖居，“国风博主”们
的写意生活备受海内外粉丝追捧……

“又踏层峰望眼开”。新时代的中

国，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中
华文明日益彰显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
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四）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领导干部提出

“三个敬畏”，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
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

山高水长，不改的是守护文化根脉
的赤子之心；斗转星移，不变的是弘扬民
族精神的如磐信念。

从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到加强自
然遗产的保护；从推进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利用，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
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珍视中华文化宝藏，作出科
学部署，凝聚各方合力，书写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新篇章。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
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吴
良镛曾这样说。据统计，我国现有不可
移动文物76.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藏
品1.08亿件（套），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
（册），成功申报世界遗产56项。良渚遗
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
添实证依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

“华夏第一王都”的恢宏气象；三星堆遗
址考古又有重要发现，许多珍贵文物“沉
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
凝结着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关系的深
刻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
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瑰宝，
永远是中华儿女的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魂。对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珍贵品”，必须像爱惜生命一样
保护好，贯彻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

甲骨竹简，写尽风雨沧桑；秦砖汉

瓦，镌刻文明密码。珍视中华文化宝藏
的理念与行动，彰显着对历史、对文化的
敬畏之心和责任担当。从历史走向未
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保护文物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自觉，践行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向历
史和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历史文化遗
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
交给后人。”

（五）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
珠。”中华文化一贯讲求知行合一、经世
致用，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寄寓着先贤的理想，
激荡着一代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深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们既感
受着思想的伟力，又仿佛打开了中华典籍
的宝库。论著对传统文化精华旁征博引、
取精用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运用中华文化智慧开创治国理
政新境界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在治国
理政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
哲学思想的融通与运用、对中国传统政
治文明的吸纳与借鉴、对中国传统道德
观念的传承和升华，闪耀着中华文明的
智慧之光，不仅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复兴
事业注入强大思想力量，也为破解全球
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
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复兴。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文脉悠远，与
古为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赓续深入骨髓的文化基
因，激扬澎湃血脉的中国力量，我们必
将书写复兴伟业新篇章、铸就中华文明
新辉煌！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赓续中华文脉，光耀复兴之路
■ 钟华论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

市坡博坡巷片区C-7-16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
位于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C-7-16地块（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面积
9183.66平方米（13.78亩），土地用途为零售商业、商务金融和娱乐混
合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占比1/3、商务金融用地占比1/3、娱乐用地占
比1/3），土地出让年限为40年。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娱乐康体混合
用地（B1B2B3）（商业用地占比1/3、商务用地占比1/3、娱乐康体用地
占比1/3），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60米，绿地率≥
30%。该宗地需要配建一所110KV变电站，建筑面积≥2043平方米，
其他规划要求按照《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地块分图
则》C-7-16地块图则执行。目前该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
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土壤无污染。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
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
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
〔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申请人
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
比例不得低于50%。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
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10470.01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
万元或10万元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10470.01万元人民币。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
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
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
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
买。报名时间：2022年1月31日9:00至2022年2月28日16:00（北
京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
2022年 2月17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3 月2日
16:00（北京时间）。（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22年 3月2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
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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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他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
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

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
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
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本宗地按现状出让。（四）该宗地需配建
10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在满足安全防护要求下需配建一所110KV变
电站，变电站占地面积为1456平方米（26*5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2850平方米，应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该处变电站参照玉沙
变电站建设模式，由土地竞得人和海口供电局进行合建，竞得人负责建
设变电站土建部分，再按当时成本价（土建成本价格可先行由供电局中
标设计单位编制预算，预算成果由供电局和竞得人共同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进行审核，双方再根据审核结果协商确定土建成
本价）出售给海口供电局，海口供电局负责该站电气设备的建设安装。
竞得人开发建设项目时，应就方案设计、建设时序等问题与海口供电局
沟通一致，确保变电站建设运营安全。（五）该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筑实
施，具体指标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通知》（琼府办函〔2020〕127号）要求实施。（六）该宗地须按照我省商
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不得兴建“类住宅”项目，
不得采用住宅套型设计，套内建筑不得设置独立厨房、卫生间、排水排
烟等设施。具体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
理的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12号）执行。（七）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
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该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
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娱乐康体混合用地，拟设定该宗地的投
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海口市商务局签订《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八）本次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
6个月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前满
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
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
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
管理规定。（九）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
取。（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
续。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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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
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http:
//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6日

〔2022〕第2号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社现面向社会招聘海南日报社记者、
编辑若干名。

一、招聘原则：（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二）坚
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热爱祖
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3.具有招聘岗
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或其他条件；4.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
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过各类
刑事处罚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
理期限未满的；4.失信被执行人；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考
的情形。（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
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
事业心和责任感强；2.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中文、历史、
哲学、经济及法律等相关专业，有采编工作经验的专业不限；3.年龄
原则上要求35周岁以下（198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
年龄可适当放宽；4.具备新闻敏感度和洞察力，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服务意识，适应能力强，学习能
力强；6.有新闻采编从业经历者优先；7.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

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一）报名时间：2022年1月20日至2月15

日止。（二）报名要求：1.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人才报名表》（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文件名均按“岗位+姓名”的
格式命名，并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
2.招聘邮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
审查确定参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
不符合应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二）
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
查。（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录用
资格。（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
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
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
取消聘用。（六）递补说明：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
放弃资格的情况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
以上的人员中，按规定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林小姐0898-66810854 宋先生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社诚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