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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31日下午同赞比亚总统
希奇莱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赞两国是传统友
好的“全天候朋友”，中赞友谊牢不可
破。过去一年，中赞关系保持积极发
展势头，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赞比
亚成为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非洲
国家。两国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光
明。中方高度重视中赞关系，愿同赞
方一道，巩固和深化中赞友好，推动两
国关系朝着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坚持从战略
高度把握双边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加强党际交流，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要加强战略沟通
和政策对接，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九项工程”，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

动更多赞比亚商品特别是优质农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加强抗疫合作。要传承
坦赞铁路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使坦赞铁路成为地区重要交通通道。

习近平强调，中赞同为发展中国
家，发展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团结
合作，是中方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
双方要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定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方愿同非方一
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
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投资、绿色
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助力非洲
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构
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希奇莱马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卓
越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繁荣发展，

赞方对中方取得的成就深表钦佩。感
谢中方长期以来为赞比亚国家建设发
展提供重要帮助并为赞比亚抗击疫情
提供疫苗等援助。赞方愿同中国共产
党加强交流借鉴，巩固深化赞中两国
老一辈领导人建立的传统友谊，本着
高度互信和合作精神，推动赞中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赞方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愿同中方积极推进
落实，深化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
全方位合作。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31日下午同阿联酋总统
穆罕默德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巩固提升，各领
域友好合作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双方守望相助，深入开展抗疫合
作，稳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展现了中阿
关系的韧性和广阔前景。今年2月，你来
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我们就双边关
系发展达成广泛共识，有关合作取得积极
进展。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巩固友谊、夯
实互信、深化合作，不断丰富中阿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阿方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支持阿方
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
同阿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维护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中方愿同阿方深化抗疫合
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阿方发
展战略对接，推动双边合作深入发展。

双方还要密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
通。中方愿同阿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
密切沟通，就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
倡议加强协作，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
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和
长远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穆罕默德表示，很高兴今年2月赴华
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同习近平主席举
行了很好的会谈。阿中两国在抗疫等许
多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合作。我珍
视同习近平主席兄弟般的深厚友谊，将
尽最大努力推动阿联酋同伟大的中国
的关系不断发展。我愿重申，阿联酋过
去、现在、将来都将坚定同中方站在一
起。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阿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必将迎来更加美好
的未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分别同赞比亚、阿联酋总统通电话

这里有中国粮仓，这里有大国重
器，这里有莽莽林海……这里是中国

“北大门”黑龙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深入龙江大地考察调研，为黑龙
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擘画蓝图。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黑龙江奋力奔
跑，攻坚克难，抓机遇、迎挑战，塑造龙
江新优势、展现龙江新形象。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
技的翅膀”

黑龙江，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
地。农业，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黑
龙江考察调研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农田，登上插
秧机，看苗情、问收成。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
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黑龙江当
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指明方向。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
农场有限公司万亩稻田边，农机手陆向
导连续轻触两下手机，一台带有北斗导
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开始作业。

“落实总书记‘大力推进农业机械
化、智能化’的指示精神，我们不断加
强现代技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粮
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七星农场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黎东光说，2018年以来，
我们农场累计产粮56亿斤，相当于给
每个中国人提供了4斤粮。

黑土地，“耕地中的大熊猫”。东
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约2.78亿亩，
其中约1.56亿亩在黑龙江。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黑土地的
保护，2016年5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
时指出，要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

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
地保护好、利用好。

为黑土保护立法、加强黑土监测、
秸秆还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增施有机
肥农家肥……黑龙江采取多种措施遏
制黑土退化势头，守好大粮仓“命脉”，
近年来粮食产出能力稳中有升。

2018年9月，首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刚过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七星农
场有限公司考察。在北大荒精准农
业农机中心一楼展示大厅，当地出产
的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琳琅满
目，习近平总书记逐一察看，强调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
己的手上。他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
深长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黑
龙江发力“深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交出“亮眼”答卷：全省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69.4%，主要粮食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8%，粮食总产量
由2016年的1483.2亿斤增加到2021
年的1573.5亿斤，粮食产量连续12年
保持全国第一，商品量和调出量均居
全国首位。

“改造升级‘老字号’，深
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
‘新字号’”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

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2016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为
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
实践方向——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
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黑龙江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
示，紧紧围绕做好“三篇大文章”，扎扎
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重构与市场相适应的体
制机制。

日前，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早间
运营调度会上，一名营销负责人向生
产、技术服务等部门发问，现场充满“辣
味”。这个运营调度会，过去由生产部
门主持，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现在则由
营销部门牵头，用市场倒逼生产。

运营调度会之变，折射企业全面
推进市场化改革之变，而改革之效是，
相比2018年，中国一重集团2021年利
润总额增幅超过400%，营业收入增幅
超过200%。

——在国际竞争中“蝶变”。
由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自主研

制的200多辆罐车和平车，今年4月首
次批量出口智利，公司海外市场版图
再次扩增。

“海外市场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
管理水平的重要平台。”齐车公司副总经
理吴天园说，齐车公司主导了我国铁路货
车迄今3次大的升级换代，近4年累计向
海外出口各型铁路货车超过5000辆。

——以创新赋能新经济。
哈尔滨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国主要的移动安全引擎供应商
之一。“坚持自主创新，让我们的反病
毒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公司党委副书
记贾大雷说，安天的威胁检测引擎已
为全球超过100万台网络设备、超过
30亿部智能终端设备提供安全防护。

老工业基地加快推陈出新。2016
年至今，黑龙江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由
768家增加到2738家。近日，一批数
字经济、生物经济相关产业头部企业
集中签约落地。

今日黑土地上，“老字号”更新、
“原字号”更精、“新字号”更智。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
是战略性的”

黑龙江是全国重点林区。2016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
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

作为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黑龙
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切实
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

近年来，黑龙江不断加强森林保
护培育，持续开展森林抚育的同时，全
面落实森林管护责任，实行全覆盖、网
格化管护，从源头上保护好森林资源。

“十三五”期间，黑龙江林木蓄积
量稳步提高，累计完成营造林38.8万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47.3%。
珍稀候鸟不断回归，野生东北虎

踪迹重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黑
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

2016年5月，在伊春考察友好林业
局万亩蓝莓产业园时，习近平总书记
叮嘱大家，发展林下经济一定要注意
研究市场，突出多种经营，防止一哄而
上、产销失衡。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项艰巨任
务，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黑龙江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依托农林优势，目
前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以林果、林菌、林
药、林畜等为支撑的林业产业体系。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黑龙江是冰雪资源大省，冰雪大世
界、中国“雪乡”、“北极”漠河、“东极”抚
远、“冷极”呼中等景点蜚声中外。

借北京冬奥会之势，今年3月，黑
龙江出台省冰雪经济发展规划，探索
建设“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先行
区、实践地和后冬奥国际化冰雪经济
示范区；打造一批知名冰雪旅游目的
地和冰雪旅游线路，擦亮冰雪旅游名
片；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2亿元的
发展支持资金，以加快冰雪产业发展。

拥有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大
湖泊、大冰雪的黑龙江，正加快打造森
林游、避暑游等产品，推动生态价值转
换，逐步叫响生态品牌。

这片肥沃的黑土地，绿水青山、冰
天雪地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新华社哈尔滨5月31日电）

奋力书写黑土地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黑龙江篇

2021年2月3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贵州省考察调研。
在乌江六冲河段化屋码头，他察
看了工作人员展示水质监测结
果。贵州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水室负责人傅成诚就在现场。
新华社记者近日回访了傅成诚，
以下是他的自述与心声——

那天，我们正在江边检查乌
江水质监测分析结果，总书记走
过来，同我们亲切交流，当时
的场景到现在还印在我的脑
海里。

我们把现场采集的水样递
给总书记，并向他汇报：经过检
测，水质达到一类。总书记高
兴地说：“说明上游治理得好。”
码头上寒风凛冽，总书记的肯
定，让我和同事们心里暖暖的。

总书记沿江岸步行察看乌
江生态环境和水质情况，肯定
了加强入河排污口管理和水质
监测体系建设的做法。他强
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守住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努力走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听了总书记的话，既让我
们感到振奋，又觉得自己身上
的担子更重了。

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长
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我干环
境质量监测工作10年了，目睹
了乌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变化。

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沿
岸工业企业经营粗放、沿河网
箱养殖超载、两岸污水处理滞
后等原因，乌江流域污染严重，一度被人称为

“污江”。这几年，省里“铁腕”治污，乌江生态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质优良率稳中提升。

总书记说：贵州真是山好水好，一定要保
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一
定要做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当好生态环境
保护的哨兵。我们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
检查全省各地的水质监测数据，并对异常数
据进行分析研判。去年夏天，配合国家对赤
水河入河排污口排查，我和同事们顶着烈日，
用两天半时间实地走访赤水河一个河段的
35条一级支流，完成数据分析研判，一个个
都晒成了“红脖颈”。同事们说，晒掉一层皮
也不能耽误监测。

我们水环境监测能力也在提升。去年10
月，贵州65个长江经济带水质自动监测站顺
利通过国家验收，有效破解了过去手工监测
周期长、不能及时发现水质安全隐患的难题。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乌江、清
水江、赤水河，到六枝河、松桃河、草海，我们
工作所到之地，总能听到当地人这样说，水清
了，鱼多了，家乡更美了。看到总书记的嘱托
变为现实，家乡山水越来越美，我特别开心、
特别自豪。

（新华社贵阳5月31日电 记者向定杰）

广告·热线：66810888

四、公告期限：2022年6月1日起至2022年6月9日。公告
期内，我司受理该资产竞价有关的咨询和办理竞价登记手续等相
关事项。五、其他事项：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承诺。投
资者可根据我司提供的竞价规则及债权转让协议所列条件及条
款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前，我司不
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价资格的投资者承担任何责
任。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所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六、联系方式：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
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司，竞价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联系方式如
下：联系人：赵女士、唐先生。联系电话：0898-36686291、
0898-36686280；传真：0898-36686281。通信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国兴大道 5号海南大厦副楼 14层 9015 室。邮政编码：
570203。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
36686283。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6月1日

债务人名称

万宁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22年2月28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金

1,789.81
利息
154.50

罚息
557.73

复利
42.81

合计
2,544.8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对
万宁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竞价公告

预定工作时间
2022年6月1日
2022年6月1日～2022年6月9日
2022年6月9日16:00前
2022年6月10日9：30
竞价会地址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受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领取竞买文件、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查阅文件资料。
缴纳竞价保证金200万元。
举办竞价会、提交竞价书、签署竞价成交确认书及债权转让协议。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会议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通过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我司持有的
万宁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本次不良债权资产竞价转让采用连续竞价方式。

截至以下基准日，该户债权具体如下:

上述债权金额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
承诺，最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裁定为准。债权具体情况及相关情
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一、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

让。二、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分期付款收取相应的
资金占用费）。三、竞价日程安排。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
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文博映樾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北侧，于2022年1月
通过规划许可。装配式建筑方案经海口市住建局批准，现按规定给
予不超过地上装配式建筑面积3%的面积奖励，装配式奖励面积
1823.51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规定要求，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6月1日至6月15日）。
2. 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博映樾项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公示启事

海口市云龙镇云龙产业园110.76亩居住用地
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5HN012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口市云龙镇云龙产业园

73840.73平方米（折合110.76亩）居住用地。公告如下：一、项目基本
情况：地块位于海口市云龙镇云龙产业园，海榆东线从镇区穿过，具
有很好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宗地面积为73840.73平方米（折合110.76
亩），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根据规划设计，土地容积率≤2.0 ，建
筑密度不高于20%，建筑限高≤45米，绿地率不低于40%。二、挂牌价
格为人民币65747.0476万元，在挂牌价格的基础上，以无偿移交给海
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住房建筑面积4000m2为起
始面积进行竞报，竞报面积最大者为受让方。三、公告期：2022年5月
31日～2022年6月28日。项目详情及具体条件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
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65237542刘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5月31日

“海勘1”科学调查船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204HN0090-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勘1”科学调查船，挂牌价

格为1176628元，公告期：2022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15
日。资产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联系电话：0898-66558007麦先生、0898-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
联系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1日

1.海南源顺达石林公司、金波宏昌石业有限公司、环境矿产服
务公司于2003年以前承接原白沙黎族自治县住建与国土环境资源
局相关项目存在未结清工程款项；白沙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于
2018年使用白沙燃气供气工程邦溪镇LNG瓶组供气站缴纳的临时
用地复垦保证金。请以上企业于2022年6月10日前到我局办理相
关款项申请，逾期我局将视为自愿放弃要求支付上述款项的权利。

2.以下名单中企业及个人，2003年以前与原白沙黎族自治县住
建与国土环境资源局相关往来项目中存在欠款，请于2022年6月
10日前到我局办理相关结款业务，逾期我局将循法律途径解决，届
时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你方承担。

公 告

打安热作厂

白沙糖厂

海南北京方太世纪科技发展公司

电力公司

邦开石厂

林清

刘大杰

陈继东

袁海明

陈祝怀

（联系人：肖海燕 联系电话：0898-27715670）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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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