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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券小云平台遗失海口站《只此青
绿》，座位：3日9排7-13号、4日
16排13-19号，声明作废。
●王亚真不慎遗失海口绿地五源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
化城收据，收据编号：3018044，金
额：106107元，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美家丽居装饰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69027MA5R
QYMPXM）于2021年10月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秀侠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E4栋107房的代收款
票据一张，号码：0001175，金额：
5641元；公共维修基金票据一张，
号码：0002750，金额：4100元，声
明作废。
●海南信立达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法人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粟海英不慎遗失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海口分局的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证，证号：46013706，特此
声明。
●赵新［身份证号码：R407685
（A）］不慎将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
限公司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
D000141的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
拍卖成交确认书遗失，声明作废。
●赵胜利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220102197910255215，特此
声明。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人民政府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东江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Z6410000551101，现声明
作废。
●石建国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丽都小
区二期D6栋 3A03房收据一张，
编号：NOA0004518，特此声明。
●海南添屹立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四更镇四中村村民委员
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804204，声明作废。

公告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在
2020年G98、G9812高速公路伸
缩缝修复项目于2020年4月竣工
验收。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债权
债务、民工工资在见报一个月内请
与本公司该项目部负责人王先生
联系，逾期责任自负。电话：
15595734313，公司电话：0791-
85275835。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4日

公告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在
G98海南环岛高速（K545+962～
K563+850路段）水沟、涵洞损坏
应急抢修工程项目于2020年5月
竣工验收。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的
债权债务、民工工资在见报一个月
内请与本公司该项目部负责人王
先生联系，逾期责任自负。电话：
15595734313，公司电话：0791-
85275835。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4日

注销公告
海南现代海员职业培训中心拟向
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中
心办理相关事宜。

●文昌新城工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4
联，发票联、抵扣联、报税联、注册
登 记 联 ） ，发 票 代 码 ：
146002120406，发 票 号 码 ：
00205134，金额：192800.00元，现
声明作废。
●海南豫见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肖鹏飞）法
人章，声明作废。
●彭国华不慎遗失三亚恒合融医
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三亚
恒大养生谷二期4-1-603号房收
据原件，收据编号：0008983，金
额 ：253007 元 ；收 据 编 号 ：
0021382，金额：289151 元；收据
编号：0021101，金额：289151元，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郑霞
律师于2022年2月11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14601201811031862，
流水号：11251271，现声明作废。
●海南恩源教育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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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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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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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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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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海南卓泰咖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妍杉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669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1〕
64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
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14日

减资公告
三亚一个两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

A5RHMKG1Y）经股东会议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500万元减

至人民币456万元，原来债权债务

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鼎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NJW11），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壹亿元减少至人民币壹

仟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国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唐维孟、岑菊花、

周美华、杨佶英、冯财丰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 1007-1010、1068 号）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第6-10

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14日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m2写
字楼出租，电话：15595638805。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2〕46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
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南
创新书店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
证项下面积分别为47.3平方米、30.07平方米、30.07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分别确权给吉兴雅苑621房业主何清、504和604房业主
徐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
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
号土地证项下的面积为107.44平方米（上述3户业主合计分摊
的土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登记。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2月8日

（联系人：伍女士，联系电话：6851376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
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博鳌·逸景冲浪水上运动项目
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海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若只征集到1名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
征集到2名及以上意向受让方，采取线下竞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
2022年2月15日至2022年3月16日。四、保证金缴纳及报名截止时
间：2022年3月16日17:00（以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名称：海南
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国兴大道支行；银行账号：46001002537052506530。五、挂牌期报

价时间：2022年3月8日8：30至2022年3月18日10：30。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zw.hainan.gov.cn/
ggzy/）。六、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2年3月18日10:30。七、挂牌现场
会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202室。八、联系地址及方式：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
际金融中心906室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5203602。

项目名称

博鳌·逸景冲浪
水上运动项目

项目地址
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
出海口的东屿岛大酒店
与玉带滩之间海域

用海总面积（公顷）

6

用海期限（年）

25

用海方式

用于开展 冲
浪等水上运动

用海类型

旅游娱乐用海

用海性质

经营性用海

挂牌起始价（万元）

183.06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0

博鳌·逸景冲浪水上运动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思想的光芒，总能穿透历史烟云，点
亮未来征途。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翻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十个明
确”中的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涵的重要
方面。

积蓄百年伟力，起笔复兴新篇。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辉彼岸砥砺进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

彪炳史册的伟大飞跃：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
机活力”

沐浴着虎年的阳光，开通不久的赣
深高铁上，一列列火车飞驰而过。

赣州，深圳。道路的两端意味深长：一
端是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革命道
路的红色热土，一端是肩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新使命的创新热土。

仿佛一种隐喻，两个具有标志意义
的地点，勾勒出一个矢志复兴的民族不
懈奋进的历史曲线。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
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坚
定豪迈、发人深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围绕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
势、总揽全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明确清晰的任务书、时间表、
路线图：

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梦”，强调必须
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
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战略安排；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
在深刻思考和不懈求索中，以习近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
和实践结合上作出系统回答。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一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
变革就此开启——

“地下煤海”，鄂尔多斯。
走进伊金霍洛旗江苏工业园区的远

景现代能源装备产业园，热火朝天的建
设景象映入眼帘。

2014年、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考察内蒙古；2018年起，全国两会期
间，他连续4年来到所在的全国人大内
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提出要把现代能
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要求探索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

鄂尔多斯、包头、乌海……遵循指
引，牢记嘱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和动力变革，在重塑中激发源源动力。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审
时度势，谋划长远。

黄浦江畔，上海浦东探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南海，琼州海峡南岸，海南“启航”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
建设同步推进……

放眼神州，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发
展新战略，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
送、青藏铁路四大工程，京津冀、粤港澳、
长三角三大新增长极……宏阔格局、万
千气象，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的时代注脚。

新时代大潮涌起，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迈向新阶段——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
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稳居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向着共同富裕的
目标稳步前进……

“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
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
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今日之中国，以自信自强的奋斗姿
态宣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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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

深植国情的道路选择：“我
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
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

2022年 1月29日，成都城厢站，一
声汽笛响起，一列中欧班列驶出站台，开
往1万余公里外的德国纽伦堡。

第5万列！新的里程碑。疫情下，中
欧班列逆势而上，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共同发展，展现出中国发展的强劲脉动。

所有国家都在时间长河中航行，如
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看的就是能
不能顺应时代潮流，走出一条适合国情
的发展之路。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
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凝
练概括：“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中
国走出的是一条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
价值旨归的现代化之路——

六盘山西麓，宁夏隆德。
春节前一天，县城张灯结彩，年味浓

浓。闽宁扶贫产业园内，闽商郑开煌的
农用薄膜生产线仍然机器声隆隆。

帮助20多个西海固打工人在家门口
圆了就业梦，已在这里度过三个春节的
郑开煌倍感欣慰，“会觉得自己被需要”。

2020年11月，西海固历史性告别绝
对贫困，但闽宁协作并不会因此结束。

从摆脱贫困，到全面小康，再到迈向
共同富裕，为民初心恒久不变。

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
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
……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谋划，
化为新时代中国的勇毅笃行。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始
终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

不断完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
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移；

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为全国探路的使命……

一步一个脚印，“撸起袖子加油干”，让
全体人民清晰看到共创美好生活的前景。

“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
极大丰富”，中国走出的是一条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除夕夜，《只此青绿》一舞惊艳神州，
寓意赓续五千年的中华文脉汇入新时代
澎湃洪流。

立春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诗情
画意的中国式浪漫，让八方宾朋领略中
华文化盛大气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考量深远。

以“中国梦”唤醒中国人民最深厚的
文化基因，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举
旗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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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文明发
展之道，用文化之火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中国走出的是一条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
1月5日，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十年禁
渔”全面实施，这背后，是一场事关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深刻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

深邃的思考，指引美丽中国从愿景
走向实景：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中国步伐坚定。

“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中国走
出的是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
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矢志复兴的奋进宣言：
“我们正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
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的历史”

今年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喜迎
第五年分红。至此，这个村累计分红超
1000万元。

“从‘户户包田’到‘人人分红’，见证
从解决温饱到迈向振兴的乡村大变化。”
昔日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如今不
禁感慨。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
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
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道出历史的经纬。

时间的车轮已驶到2022年。
使命催人奋发：距离到2035年基本

实现现代化，还有13年；距离到本世纪中

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还有28年。

前路绝非坦途：我国仍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情况新需
求不断出现，高质量发展亟待新突破；百
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风险挑战
更趋严峻复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
篇大文章。

“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
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是科学正确的行动指南——
2021年12月21日，马来西亚吉隆

坡会展中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

版首发式在此举办。150位中外人士齐
聚一堂，探究中国的发展密码。

此前一个多月，中国北京。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上，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
性意义”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思想之光点亮复兴之路。不断丰富
和发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新时代中国行稳致远。

这是改革创新的坚定追求——
2022年2月1日，中国空间站里，中

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过春节。
“嫦娥五号”探月、“天问一号”落火

……一项项大国重器，夯实中国奔向现
代化的底气。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中央鲜明定调。

变化的时代，改革创新是不变的主题。
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到实践创新，

全面深化改革破障开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
效，“中国之治”展现更加蓬勃的生机。

这是务实笃实的奋进步履——
“壬寅虎年，我们要以虎虎生威的雄

风、生龙活虎的干劲、气吞万里如虎的精
神，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历史新篇章！”

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出号召。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未改变。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
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
话语坚定。（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
者邹伟 安蓓 樊曦 赵文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十个明确”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述评之二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国家应急体系规划》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
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
四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等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规划》要求，“十四五”时期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
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
线，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最大
限度降低灾害事故损失，全力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
稳定，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
供坚实安全保障。

《规划》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以
人为本、预防为主、依法治理、精准
治理、社会共治，到2025年，应急管
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
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
管理体制，建成统一领导、权责一
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体制机制不
断健全，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全面加
强，应急管理法治水平、科技信息化
水平和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安
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形势趋稳向
好，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全
社会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事故能力
显著增强。到2035年，建立与基本
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
应急体系，全面实现依法应急、科学
应急、智慧应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的应急管理新格局。

《规划》部署了七方面重点任
务，一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优
化协同高效的治理模式。二是夯实
应急法治基础，培育良法善治的全
新生态。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织密灾害事故的防控网络。四是加
强应急力量建设，提高急难险重任
务的处置能力。五是强化灾害应对
准备，凝聚同舟共济的保障合力。
六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增进创新
驱动的发展动能。七是推动共建共
治共享，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
防线。围绕上述重点任务，《规划》
安排了五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规划》从加强组织领导、投入
保障和监督评估等三方面保障实
施，确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