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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理享家族办公室（海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
A5U2ANR99）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干休所驻琼疗养单位后勤管理服
务（海南）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MA5U1JQP0Q）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和投资人（王彬泉）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学科类办学许可证

注销清算公告
海南省百思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M
A5TGF430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学科类办学许可证，现已成立
清算组，清算原因：双减政策影响
公司转型，清算日期：2021年12月
1日～2022年2月17日。联系人：
卢春宇，电话：13876563977，邮箱：
xiamo255@qq.com，地址：海口市
民声东路8号1号楼201室。清算
组成员：王情秋、丁忠诚、熊琳辉、
麻丽君、卢春宇、王忠卫、黄光武。
海南省百思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仲裁字〔2022〕第 21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16日

减资公告
海南圣力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6710982562）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720万元，原债权债务
不变，请债务人自见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
王林林，联系电话：15808900492。

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9001破1号

因五指山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未按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根
据五指山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2年1
月2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之规定，裁定终止五指山金山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
五指山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特此公告。

五指山市人民法院
2022年1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480号
张此雄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晋美路2号的琼
山国用〔2000〕字第 08-0476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人为张
此雄，使用权面积为125.36平方
米。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
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注销
通告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
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给张此雄补发上述宗地的《不
动产权证书》。联系人：赵青干，电
话：65360879。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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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304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3月4日
10:00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按现状公开拍卖琼
AH8958丰田牌SCT6491小型越
野客车，参考价4.6万元，竞买保证
金2万元，2022年3月3日17:00
（到账为准）截止缴纳，2022年3月
2日起在海口市龙华区复兴城D1
栋一楼停车场预展。参与竞买者
需取得“小客车指标”资格，拍卖
车辆不含原车辆号牌。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一
单 元 1- 801 房 ，电 话 ：0898-
66723114、13036099114。

公告
海口逸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吴奋、吴维日、黄

文天、吴世伟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2021〕第

1484-1487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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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2年5月17日上午九点在本委

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16日

公告
海口龙华庭轩养生馆：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美霞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 1029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

减资公告
海南海洋之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研究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0万元整减至人民币100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权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联系人：
王小珍，电话：18846032184。

减资公告
海南天美天麦农村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
100MA5T4LC16Q）经股东会决
议，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5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3250万元。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黄建新不慎丟失准予迁入证明
（第二联，第三联），编号：琼
01061920，声明作废。
●海南三林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澄
迈富力红树湾医院遗失海南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046001900104，发 票 号 码 ：
46077284，金额：466.39元，声明
作废。
●万宁市民政局工会委员会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5943301，开 户 编 号 ：
641000353629，声明作废。
●海南韩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海南斯图华纳幕墙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
明。
●三亚双猴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三亚山岛足乐销售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杨江勇不慎遗失坐落于三亚市
吉阳区凤凰路和迎宾路交界口的
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8〕三亚
市不动产权第0005376号，声明作
废。
●海口绿城实验学校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01080067404（1-1），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声 明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声明
由于审批流程及真实性等原因，
我司对2021年 11月 1日出具的
覃慧珠的职务及收入证明予以声明
作废。 海南卓亚家缘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声明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合同
章、董事会章、财务章、发票章及
法定代表人名章损坏，特此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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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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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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海口运输公司股权转让
有经营许可证的小轿车几十台、大
中巴车几十台，大中巴可跑全省
旅游，有固定业务，可整体股权
或部分股权转让。联系电话：
13410806616。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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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
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
其中明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
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一篇大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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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
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
大文章”中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

完善总体布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

2021年4月2日上午，北京市朝
阳区温榆河的植树点，一派热火朝天
忙碌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加一
年一度的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他连续第9年亲手植
绿。

扶苗培土、拎桶浇水，总书记接连
种下6棵树苗。新种下的树苗迎风挺
立，传递出春天的盎然生机。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
呼声。”面对在场的干部群众，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意味深长。

时针回拨到9年多前。
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令人

瞩目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

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
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展
现出立志千秋伟业的胸怀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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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
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
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从坚决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到雷厉风行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从开展“史上最严”中央环保
督察，到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等
法规更加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从认
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

全局之变，在于布局之变。
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三

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的十六大以后
将总体布局拓展为“四位一体”，再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我们党始终顺应历史大势、顺应
人民需求，不断与时俱进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

“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
上，着力解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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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习近平
总书记一语中的。

布局之变，引领实践之跃。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是路线

图，也是任务书，经济建设是根本、政
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
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经济建设上，坚持以新发展
理念推动发展全局深刻变革，迈向高
质量发展轨道；

——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
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文化建设上，坚持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
大提升；

——社会建设上，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生活全方位改
善；

——生态文明建设上，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美丽中国
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各方面布局统筹推进，促进现代
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
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
进步。

这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清醒，标志着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
把握达到新的高度。

形成战略布局：“中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
政方略”

世纪疫情，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
全球死亡病例累计超过580万，

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失
速中，世界面临失序的严重危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
着应对、化危为机，交出一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答卷。

“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
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
作”，这是百年大党不断取得革命、建
设、改革伟大胜利的重要思想方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逐步形
成、协调推进，重构了新时代中国发展
的战略逻辑——

立足冲刺千年小康梦想的历史方
位，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将改革开放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
深化改革的号角。

将法治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2014年10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
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

2014 年 12 月，在江苏调研时，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将“全面从严
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并提出。

“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
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

——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时代课
题。

2018年5月31日，北京月坛北小
街，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

整合多部门管理权，为居高不下
的药价“挤水分”，剑指“看病难、看病
贵”……医改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进入深水区，唯有“全面深
化”，方能破局开路。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
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
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
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提出来的。”

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解
决绝对贫困问题，使国家综合实力跃
上新台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冲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有
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面从严
治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坚强保障。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当前
“中国问题”切中肯綮的把握，抓住了
它，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衣领子”“牛
鼻子”。

——坚持辩证统一，始终相互促
进。

“通过！”
2018年3月20日，人民大会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热烈的掌
声在万人大礼堂响起。

这一反腐败国家立法，将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
创新成果，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的制度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体
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
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一以贯之、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
保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相统一，
坚持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相统一，

确保了“中国号”列车全速顺利前进。
——坚持全面系统，加强整体谋

划。
深圳，莲花山。登高眺远，“春天

的故事”尽收眼底。习近平总书记亲
手植下的高山榕，茂盛挺拔。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一揽子推出330多项改革举措，
并决定在党中央成立领导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的顶层机构。

“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
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
域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为这场新时
代的改革开放标注出了不同以往的广
度和深度。

纵横正有凌云笔，伟大事业谱新
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让近1
亿人口摆脱贫困，也是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水
平小康；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

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形成比较完善
的党内法规体系，探索出依靠党的自
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
历史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拥
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
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再启历史新局：“我们
已经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我
们要继续前行”

2020年10月，站在历史的交汇
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中国擘画了一幅
波澜壮阔的新图景。

翻开规划《建议》，“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中的首个“全面”由“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

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不断完善发展的
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是写好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

——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定盘星。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北京
京西宾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定
调中国经济发展大计。

世纪疫情之下，习近平总书记以
“四个必须”深刻阐明大国经济行稳致
远的核心密码。

“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居于首位。

回眸一年经济工作，既有大风大
浪，也有暗流涌动。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我们能够沉着应对，过险滩，

闯难关，关键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步调一致向前进，
拔了不少钉子，稳住宏观大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必须统领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布局的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

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党
和国家才有力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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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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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征程上，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坚定不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全党
步调一致向前进。

——坚持中国道路，不断展现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蓬勃生机。

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
的历史结论。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
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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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
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必须贯彻落实在
我国发展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政策
举措、工作部署之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体
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22年新春上班第一天，浙江召
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
进大会，部署新一年的“任务清单”。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现在，已经到了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的重
大论断。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这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必须始终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的鲜明底色。

“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我
们要继续前行。”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必将掀开更加恢宏壮丽的崭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陈
芳 朱基钗 董瑞丰 胡喆 温竞华 彭
韵佳）

“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十个明确”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述评之四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决定自2022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利用四年时间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
家底。《通知》明确了普查总体要求、对象与内容、
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经费保障和工作要求。

《通知》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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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全面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全面
查明查清我国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现
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性状和利
用状况等基础数据，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
平，为守住耕地红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

《通知》明确，普查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
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
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如
盐碱地等。普查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立地条
件普查，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性状普查，包
括有机质、酸碱度、养分情况以及颜色、质地等物
理、化学性状；类型普查，包括不同成土母质、不同
气候条件、不同地形地貌、不同利用状况下土壤类
型的核实与补充完善等；利用状况普查，包括灌排
设施情况、植物生长情况、种植制度等基础信息，
以及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

《通知》明确，普查时间为2022－2025年。
2022年完成普查技术、规范、物资等准备，开展全
国性试点；2023－2024年全面铺开普查，并形成
阶段性成果；2025年开展普查数据审核、成果汇
总、验收与总结，全面完成普查任务。

《通知》指出，土壤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
力调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作任务重、技
术要求高。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国务院第三次全
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
题的研究和决策。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分级
负责、各方参与”的要求组织实施土壤普查。各相
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加强保障。各省级
人民政府是本地区土壤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加
强组织领导、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
普查任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成立普查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负责本地区普查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各地要加强专家技术指导、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普
查队伍培训，确保土壤普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
化。要广泛宣传土壤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为普
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2月16日，在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幼儿园，孩
子们在开学第一课上体验旱地冰壶。

当日，各地学校、幼儿园组织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活动欢迎孩子们返校，喜迎新学期的到来。

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多彩活动迎接新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