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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叫出我的名字，能不让我
激动吗？”回忆4年前那个温暖的场
面，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原乡长
卓嘎笑得开怀。

2018年3月，新当选为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的卓嘎，走出青藏高原，走
进北京人民大会堂。

“总书记向我们走过来，和电视
上看到的一样和蔼可亲。”卓嘎用刚刚
学会的汉语，一字一顿地说：“习近平
总书记，您好！”

“身边的代表告诉总书记我来自
玉麦，总书记就问，是不是玉麦乡的卓
嘎。”卓嘎连连点头，用“扎西德勒”回
应总书记的关心。

那之前不到半年，2017年10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卓嘎姐妹写了
回信——“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
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
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
守好……”

这封信，挂在卓嘎家中最醒目的
位置。她说：“总书记在信中对我说的
话，常让我想起那些跟随阿爸巡边的
日子。”

玉麦曾经只有3口人——老乡长
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
宗。34年前，接过阿爸的拐杖，卓嘎
行走在为国巡边的路上。

走累了，她就仰望圣洁的日拉雪

山，想起阿爸捧着亲手缝制的那面五
星红旗告诉她：“守护脚下的土地，就
是守护国家。”

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豪言壮
语。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后，卓嘎依然
顶风冒雪，坚持巡边。“总书记的嘱托、
父亲的心愿，是我坚守的精神寄托。”

再次近距离见到总书记是2021
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扎西德勒！”习近平总书记面带
笑容，亲切地问候卓嘎。

百感交集，卓嘎紧紧握住总书记
的手，腼腆地道了一声：“总书记好，您
辛苦了！”

毕生难忘的场景，化为珍贵的照
片。每当玉麦迎来新的建设者，卓嘎
都会拿着照片告诉他们：“总书记颁授
的‘七一勋章’不只属于我，党和国家
不会忘记，所有坚守在祖国边陲的各
族人民。”

曾经，带着欣喜和感激，卓嘎在
全国两会上，向大家展示玉麦乡的

“规划图”。
如今，蓝图已变现实——曾经的

“三人乡”已变成67户200多人、下辖
两个行政村的小康乡。2021年，全乡
人均年收入近4万元。家家户户的门
前，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新建的幼
儿园和小学传出孩子们的欢笑……

卓嘎的大女儿巴桑卓嘎大学毕
业，选择回到玉麦成为一名乡村振
兴专干；她的外甥索朗顿珠大学毕
业，成为玉麦乡的一名公务员……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像一朵朵美
丽的格桑花，绽放在雪域高原的边
境线上。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之际，恰逢藏
历新年。卓嘎准备的建议是关于边民
补助、道路建设和旅游发展。

亮出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她高
兴地说：“如果再见到总书记，我要给
他看看玉麦的新变化！”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记者史
竞男 陈尚才 李键）

“我要给他看看玉麦的新变化”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3月4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
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
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省鹿场、海南鹿业发展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
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
请，本院拟处置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鹿业发展公司名下位于海口
市灵山镇琼文公路南侧，海口市国用〔2014〕第004578号(不动产权
登记号:2014004578)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除59239.66平方米已
被征收以及生活区部分以外的,剩余38971.34平方米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此范围内地上附着物(含建筑物)，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
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二二年三月一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180号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财务清算公告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对分类登记的有关规定，海南科技职

业大学选择营利性办学模式，按照程序，需要对学校进行财务清
算。现成立清算小组，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学校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清算组联系人：胡敏
联系电话：0898-65960337 邮箱：515853432@qq.com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18号海南科技职业

大学行政楼一楼财务处。
清算时间：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开办至2021年12月31日止。
清算组成员名单：杨秀英、韩长日、郑兵、张小莹、吕长江、

刘秋平、杨静、胡敏、李春光、胡思阳、林佳宜。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2022年1月16日

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处理扣留车辆的公告

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交警支队自2019年1月1日以来，在日
常执勤执法工作中扣留的机动车（详见洋浦政务网http://yang-
pu.hainan.gov.cn/yangpu/0400/202203/fb221f6930c46
df94f5cb6a4ff48c7e.shtml），其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逾期未
接受处理，现予公告，请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前往洋浦经济开
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腾洋路与吉浦路交叉口南100米）接受处理。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仍不接受处理的，我支队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

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3月2日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组团控制性详细
规划》JDZH-02-D08地块规划修改论证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
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ZH-02-D08 地块规划进行修改。该地块
位于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组团，椰海大道以北，顺达路以东，用地
面积为 49659 平方米。主要修改内容涉及地块界线重新划分及用地
性质变更等。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将规划论证修改方
案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
3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
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 咨询电话：
65686617，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3月2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21〕琼01执2847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蒋会成与被执行人沈旗卫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本院拟对沈旗卫持有的广东金丰智能机器有限公司10%
的股权以及其名下股金账户50000000002325988中的46364
股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联系人：蔡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761630

关于送达《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的公告
海南海峨万州实业公司：

你司名下土地证号为万国用〔1999〕字第 0060126 号、
0060124号、0060123号3宗土地经调查，被认定为闲置土地，我
市政府作出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无偿收回上
述3宗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书经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
送达你司，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

经调查核实，你司自取得上述3宗土地使用权后没有按规
定动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满两年以上，闲置原因系企业原
因，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市政府作出《无偿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万府收字〔2021〕23号、24号、25号），依
法无偿收回上述3宗土地使用权。

如对上述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不服，可自收到上述决定
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1日
（联系人：吴毓虎 联系电话：62228047）

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17日上午10:00至2022年3月18

日上午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

auction.jd.com/haiguan.html）按现状公开拍卖：罚没张清涉黑组

织涉案财产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金岭路9号金岭花园3号楼八层3-

803房、海口市秀英区金福路6号文博府1栋1层商铺102房、黄花

梨制品19件、玉石制品5件。

说明：黄花梨制品和玉石制品采取无底价拍卖。

展示时间：2022年3月15～16日。

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详见网络拍卖平台

《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8689568397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302期）

教您预约办理个税
2021年度汇算。

电话:0898-12366
网址:http://hainan.chinatax.gov.cn/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详 情 请 扫 码

海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个人信息动态管理
就业创业促进服务
网格沟通联系管理

优抚帮扶解困服务
合法权益全程维护
矛盾诉求调解处置

政治军事文化弘扬
社会资源融合统筹
志愿力量组织协调

联系电话：0898-68660501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退役军人服务体系九大功能

外交部：

美方将为其冒险行径
付出沉重代价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董雪）针对
美方近来不断炒作其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日表示，如果美方想要借此
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的话，将为其冒险行径付
出沉重代价。在14亿多中国人民组成的钢铁长
城面前，任何军力威慑都形如废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美国海
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并对此
进行公开炒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
言人已就此发表谈话。美方炒作美舰过航台湾海
峡，不知其意欲何为。

他表示，如果美方想要借此给“台独”分子撑
腰打气的话，中方要告诉美方，“这只会加速‘台
独’势力的覆灭，美方也将为其冒险行径付出沉重
代价”；如果美方试图以此向中方恫吓施压的话，
中方要正告美方，在14亿多中国人民组成的钢铁
长城面前，任何军力威慑都形如废铁。

“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这套把戏，还是留给那些
迷信霸权的人看吧。”汪文斌说。

十五部门印发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田晓航）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十四五”
健康老龄化规划》，提出完善身心健康并重的预防
保健服务体系等9项任务。

规划说，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增龄
伴随的认知、运动、感官功能下降以及营养、心理
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
有一种以上慢性病，失能老年人数量将持续增
加。而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相比，与健康老龄化
相关的机构、队伍、服务和政策支持不足。

规划提出，完善老年人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开展失能（智）预防与干预工作，减少、延缓老年人
失能（智）发生。实施老年痴呆防治行动，制定《国
家应对老年痴呆行动计划》，推动老年人认知功能
筛查干预试点工作，建立老年痴呆早筛查、早诊
断、早干预的综合防控机制。加快无障碍环境建
设和住宅适老化改造。推动在老年人集中场所安
装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规划强调，以连续性服务为重点，提升老年
医疗服务水平。例如，在医疗机构推广多学科诊
疗模式，加强老年综合征管理；建立覆盖老年人群
疾病急性期、慢性期、康复期、长期照护期、生命终
末期的护理服务体系；鼓励康复护理机构、安宁疗
护机构纳入医联体网格管理，建立畅通合理的转
诊机制，为网格内老年人提供疾病预防、诊断、治
疗、康复、护理等一体化、连续性医疗服务。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希望，必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守住
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练就过硬本领，发扬担当和斗争精
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锤炼对党忠诚
的政治品格，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
怀，追求高尚纯粹的思想境界，为党和
人民事业拼搏奉献，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
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学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
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实干笃
定前行，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拼搏
奋斗，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
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

青班全体学员讲透了道理、提出了要
求、寄予了期望，既鞭辟入里又情真意
切。”一名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学员
说，“作为科技领域的年轻干部，我要
筑牢理想信念这个总根基，胸怀天下、
志存高远，牢记初心使命，将自己的人
生理想融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
目标之中，在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事业
中常修常炼、常悟常进，不断践行和淬
炼自己的理想信念。”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我们
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
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总书记告诫我们，哪里有人民需
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
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
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这对于我们
来自基层的年轻干部而言特别有针对

性和指导性。”一名来自重庆的学员表
示，要始终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
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衡量标准，在就
近上学、方便就医、老旧小区改造等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用心用力，努
力干出人民群众认可的新业绩、真业
绩，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年轻干部要胜任领导工作，需要
掌握很多本领，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
素养。

“总书记教育我们要自觉用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让我感触很深。”
一名来自中央企业的学员说，“作为
长期从事能源电力行业的年轻干部，
我要认真深入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加强理论学习、厚实理论功底，以
理论指导实践，为推动我国能源保供、

清洁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发挥更大
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总书记特别叮嘱我们年轻干部
一定要挺起脊梁、冲锋在前，在斗争中
经风雨、见世面。”一名来自中央和国
家机关的学员说，“当前，世界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行至民族复兴
关键一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突
出因素。作为外交战线的年轻干部，
我们唯有牢记总书记嘱托，以狭路相
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才能赢得尊严、赢得主动，切实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

线，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
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优
势。

“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对群众有感
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
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这对于我们在
基层工作的年轻干部来说尤为重要。”
一名来自山东的学员表示，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群众诉求日益多元化、复杂
化。年轻干部要善于通过信访、互联
网等渠道了解群众愿望和诉求，不断
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
时，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清廉是
福、贪欲是祸”的教诲，正心明道、怀德
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
常破“心中贼”，努力营造风清气正、一
心为民的良好政治生态。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记者史
竞男 高蕾）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学员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对进一步优化政务服
务作出系统设计和工作部署。

《意见》指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
是便利企业和群众生产经营与办事创
业、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是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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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
强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
业务协同管理和服务，充分发挥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一网通办”支撑
作用，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运行标准
化、服务供给规范化、企业和群众办事
便利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明确，2022年底前，国家、

省、市、县、乡五级政务服务能力和水
平显著提升，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全覆盖，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
面建成，企业和群众经常办理的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2025年
底前，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水平大幅提升，“免证办”全面推行，
集约化办事、智慧化服务实现新的突
破，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协调
发展，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
的政务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意见》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深
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政务
服务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聚焦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
堵点难点问题；坚持系统观念，推动政
务服务与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有机衔
接；坚持公平可及，为老年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提供高质量政务服务。

《意见》从四个方面部署了重点工
作任务：一要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推
进政务服务事项和实施清单标准化，明
确事项范围，建立基本目录审核制度和
动态管理机制，健全政务服务标准体
系。二要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规范
审批服务行为和中介服务，健全审管衔
接机制；规范政务服务场所设立、窗口
设置和业务办理；规范网上办事服务，

统筹网上办事入口，规范网上办事指
引，提升网上办事深度；规范政务服务
办理方式，合理配置政务服务资源，线
上线下并行提供服务；规范开展政务服
务评估评价。三要推进政务服务便利
化。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推
广“免证办”服务，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
项“就近办、网上办、掌上办”，推行告知
承诺制和容缺受理服务模式，提升智慧
化精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提供更多便
利服务。四要全面提升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加强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统筹，强化平台公
共支撑，提升数据共享能力。

国务院印发《意见》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