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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陈仁斌、杨扬、陈仁燕、陈仁福及陈
小雅的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的声明
尊敬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和信任。为保
障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旗下包括椰牛在内的所有品
牌，以下简称“我司”）及各位朋友的合法权益，我公司特此声
明如下：

我司原总经理陈仁斌、原财务会计杨扬、原审计总监陈
仁燕、原供应链总监陈仁福、原采购员陈小雅不再担任本公
司任何职务，其无权以我公司员工名义或代表我司及旗下

“椰牛”等品牌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签署任何文件、协议，以及
参与任何活动。以上五人以我司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我司
均不予认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保障您的合法权利及交
易安全，凡涉及本公司业务的事项，请及时联系本公司人力
行政部（联系电话：0898-65728318，13876180180），再次感
谢大家！特此声明！

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2日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6月29日
10:00至2022年6月29日16: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
平台（http://auc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
的：化妆品、酒等一批。保证金5万元。

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按现状拍卖。有意向竞
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具
体要求详见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
卖流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录海口海关网址查询。标的展示时间：
2022年6月27日至28日（查看标的应遵守当地防疫要求）。标的展
示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 61 号海口海关。联系电话：0898-
66753060、13005084060。公司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
厦A幢A1003房。海口海关联系电话：0898-68516387。监督单
位：海口海关监察室，投诉电话：0898-66188110。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059期）

请以下柴油机动车辆，车牌号与车主为：
琼D20868陈德辉、琼D20879唐云乔、琼D20888罗长春、琼

D20895罗长春、琼D20901罗长春、琼D21220符永茂、琼D21289李
清玲、琼D21322莫芳麟、琼D22176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建设局、琼
D22660祝宁、琼D23866黄怡秀、琼D24032符史豪、琼D28891魏
波、琼D2AH68胡国玲、琼D20780李梅燕、琼D20798邓辉华、琼
D20882严均礼、琼D20961王弟弟、琼D21126赖义民、琼D23149李
松瑞、琼D2AA12陈桂山、琼DV1168海南正一品有机茶贸易有限公
司、琼D20623 张熙浪、琼D20833 蒙仕乐、琼D20886 姚赵伟、琼
D22105国家机关老干部科学健康协作中心海南接待办公室、琼
D22155黄明芬、琼D22319保亭华禾低碳科技有限公司、琼D22335
李茂娥、琼D22448海南保亭财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琼D23513麦
亚日、琼D24191卢涛、琼D27343韦家政、琼D2AX98林大兴、琼
DA6895吉鸿忠、琼DD3908黄文宣、琼DF3897卢忠、琼D22165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江分公司、琼D20800孙飞锋、
琼D20970许宸通、琼D21013高建文、琼D22620郑宏利、琼D20803
蒲史招、琼D20810李年、琼D22435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食
品公司、琼D22479韦厚明、琼D23541宋峰、琼D24068陈华新、琼
D24885黄大净、琼D25750庞华全、琼D2AF81杨德华、琼DB2959
黄菊花、琼D22926保亭磊鑫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琼DG3515罗飞林、

琼D20761林明、琼D23740谭香国、琼D24421保亭县加茂镇绿宝蔬
菜销售专业合作社、琼 DA9272 郑燕良、琼 DC5506 黄圣院、琼
DE2012黄进兴、琼DJ8359邓超荣、琼D21330宾业东、琼D22611海
南诺亚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琼D2AS55黄文轩、琼DF9107
黄贤林、琼D20703董大宁、琼D21083叶青、琼DC1993陈立军、琼
DJ7127吴景亮、鄂J81222郑晓辉、赣CT7480张东昌、桂L71561文
天华、鲁H7H202山东省、湘B77259唐孝海、湘B7A172唐四中、粤
J7C428谭世军、粤KLT123李连、赣C9M738高安市幸运物流有限
公司、湘L76158罗小艳、豫R823Z9高照遂、粤GD6187谭真贤、粤
GE1936谭真贤、粤GE1963谭真贤、粤GN9231谭真贤、桂K79978
肖建新、桂K95601朱万茂、鲁H7M200汪会堂、湘AC4195尤洪杰、
湘L77791曹文军、湘L78559王玉辉、湘L79508何海兵、湘L7E529
何海兵、渝A79518 重庆华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粤
AY0J61 广州市信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粤GG1030 谭真贤、赣
CQ4003蒙同思、赣CU5633江西江龙集团吉运汽运有限公司、赣
J25558江西国萍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桂KK3286陈运、桂KU6133胡
远茂、闽H07175于玺、苏CHP507韩方壮、湘L78111曹文军、湘
L7C225罗方辉、湘LC7665罗方辉等。车主请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保亭分局或就近各市县征稽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
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
0898-83668415。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保亭分局
2022年6月21日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批准，海南农垦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由L0140H246020001变更
为L0140H246010001。现将变更后的信息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140H246010001
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

中心23层。
邮政编码：570105
主要负责人：邓文杰
联系电话：0898-6857801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
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2日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许可证信息变更的公告

文昌上农旅业发展有限公司预重整公告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根据债权人樊

跃武、刘超的申请，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1日
作出〔2020〕琼9005破申1号决定书，决定受理文昌上农旅业发
展有限公司（简称上农公司）的预重整，并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
所担任临时管理人。上农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7月22日
前，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债权证据材料。委托代
理人申报的，还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
申报材料以A4纸提交一式两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预重整及重
整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债权申报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方
洋路3号海悦东方B座二层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吕律
师；联系电话:18689549081。特此公告。

文昌上农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2022年6月22日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2.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次挂牌出让不接
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
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
的。（2）存在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三、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7月
20日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购取
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7月20日
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提交书面
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20日17:00。经审
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
7月20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
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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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进
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2年7月12日8:30至2022年7月22日9:0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
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三）地块须按
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四）项目规划条件必须符合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所在片区的总体要求，该宗地用于汽车商业服务中心项目，地块
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300万元/亩，对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做要求。
上述地块开发约定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达产时
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年内。(五）竞得人须当即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和工
业信息服务中心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

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在签订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
约定方式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专用存款账户
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六）竞买人需将竞买保证金缴交至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专用存款账户，竞买成功后，竞得人交
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出让地块的定金，并可抵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土地成交价款。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
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七）其他费用缴付。竞得人申请办理用地手
续及《不动产权证书》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定自行向有关部门支
付。（八）地块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具体指标依据《关于加快推进装配
式建筑发展的通知》（琼府办〔2020〕127号）和《关于进一步稳步推进装
配式建筑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建科函〔2021〕155号）等要求执行。（九）
地块建设设计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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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十）开发建设期限：竞得者
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80日内动工建设，自
动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如未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设
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准后依法收回
国有土地使用权。（十一）按正常工作时间（8:30～12:00，14:30～17:30）
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十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
本公告组成部分。（十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
zy/；http://lr.hainan.gov.cn。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86225309。联系人：王先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2日

宗地编号

QZ-2020004

宗地位置
营根镇城北新区
万泉河大道南侧

面积
12677.18平方
米(19.02亩）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

40年

建筑高度

≤18米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85%、商务金融
用地8%、其他商服用地7%

起始价（万元）

1436

保证金（万元）

1436

加价幅度（万元）

10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自然资告字〔2022〕5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营根镇城北新区万泉河大道南
侧,编号为QZ-202000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6月23日、

6月 29 日（凌晨 00:00～06:00）对固网语音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固网语音用户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6月22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对西藏改
革发展稳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西
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西藏，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为西藏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西藏360多万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砥砺前进，努
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2021年7月，在庆祝西藏和平解
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
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
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
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受到西藏各族干部
群众最诚挚的欢迎。他深情地说：“目
睹了雪域高原美丽壮观的风采，生机
勃勃的新气象，感到高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为西藏工作谋篇布局：

2013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
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治国必治边，
治边先稳藏”重要论述，强调西藏工作
在边疆治理、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2015年 8
月、2020年8月出席中央第六次、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做好新时代西藏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
考察期间，赋予西藏发展新使命：“抓好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推
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
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西藏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扎实推进：深入
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保持
社会长期稳定；加速推进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持续推
进制度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
不断加大边境县、乡、村的水、电、路、居
等建设力度，着力强边富民。

跨越奔涌的雅鲁藏布江，复兴号
飞驰在雪域高原。拉林铁路2021年
6月开通，从林芝到拉萨用时缩减到3
个多小时，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
展。“拉林铁路不仅方便了出行，还给
我们这里带来更多游客。”在林芝市巴
宜区布久乡朵当村开藏餐馆的尼玛曲
珍说，拉林铁路开通以来，餐馆客流量
明显增多，去年纯利润达10万元。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西藏生态环
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太重要了！”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西藏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注重保护向主动作为转变，努力把青
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
明高地。如今，西藏自然保护区面积占
全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牢记总书记嘱托，西藏还将着力
建成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世界旅游目的
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重
要通道。

“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林芝市嘎拉村，被称为西藏“桃花
第一村”。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走进村民达瓦坚参家。“总书记
和我们聊家常，问经济收入、种植养
殖，十分关心我们的生活。”达瓦坚参
说，这几年村里变化翻天覆地，依靠桃
花风景发展旅游业，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3.5万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嘎拉村说：“要落
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120多万平方公里、4000多公里
边境线、40余个民族……对西藏这片
雪域高原以及生活于此的各族儿女，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于心。

在去年 7 月的考察中，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办好就业、教育、社
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
事，一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西藏曾是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发展生产扶贫、易地扶贫
搬迁、生态补偿扶贫……一项项务实有
效的举措，为解决西藏绝对贫困问题亮
出组合拳。同时，西藏持续推进兴边富

民行动，边境地区群众生活大幅改善。
2019年底，西藏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
帽，62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脱贫后，西藏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脱贫成果巩固成效显著：2021年，自治
区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53.82亿元，
实施项目2126个；不断健全完善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安排易地搬
迁后续扶持项目 293 个、投入资金
30.86亿元，建成配套产业2300个……

如今的西藏，建立起现代教育体
系，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
到13.1年；各族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社保体系不断
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2.19岁
……2021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16935元，比2020年增长
2337元，增速16%；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46503元，同比增长13%。

“56个民族是石榴籽，
中华民族是整体的石榴”

八廓街店铺林立，游人如织。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八廓
街，感慨地说：“千年八廓街，是我们各
民族建起来的八廓街。各民族文化在
这里交流交往交融，我们中华民族的
大家庭在这里其乐融融。”

八廓街如一个缩影，映照着西藏
民族团结的大局。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

西藏生活着藏、汉、回、珞巴、门巴等
40余个民族。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族
团结工作放在西藏全局工作的特殊位
置，强调“56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
族是整体的石榴”“西藏工作必须坚持
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
眼点和着力点”。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民族
团结成为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没
有各民族之间的精诚团结，就不会有
今天兴旺发展的西藏，我们要像‘茶和
盐巴’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71岁的
拉萨市民卓玛仁增说。

实施《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创建条例》，将每年9月定为自
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让民族
团结教育走进各级各类学校课堂，大
力表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个人
……西藏正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
在全国前列。

西藏各族人民籽籽同心，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汇聚起繁荣
发展的不竭动力。

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是促进西藏长治久安的重要工
作。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
来到哲蚌寺，指出“宗教的发展规律在
于‘和’”“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
族要和睦”。

新时代的西藏，坚持我国宗教中
国化方向，宗教信仰政策得到全面落
实，宗教事务管理规范有序，宗教和睦
和顺。

西藏各族人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正昂首阔步奋进在新时代
的康庄大道上，筑起雪域高原新丰碑。

（据新华社拉萨6月21日电 记者
沈虹冰 边巴次仁 王泽昊）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新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西藏篇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
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
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
检察院原检察长张思卿同志的遗体，

2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张思卿同志因病于2022年6月17

日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张思卿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

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张思卿同志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
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张思卿同志”，

横幅下方是张思卿同志的遗像。张思卿
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
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40分许，习近平、栗战
书、汪洋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张
思卿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张思

卿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向张思卿同
志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张思卿同志在
京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张思卿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张思卿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
形式对张思卿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021年10月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成功发射，航天
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驾乘飞船顺利进
驻天和核心舱，圆满
完成以 2 次出舱活
动、2次太空授课为
代表的一系列创新
性、突破性科学试验
和空间应用任务，在
轨驻留 6 个月，于
2022年 4月 16日安
全返回。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
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的决胜收官之战，首
次实现载人飞船径向
停靠空间站，创造中
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
行时长新纪录，取得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重
大突破，为空间站后
续建造和运营奠定了
坚实基础，标志着中
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
伐，加快建设航天强
国实现新突破，对提
升我国综合国力和民
族凝聚力，激励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一心、砥砺前行，携
手努力、共创未来，不
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凝聚着广
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
智慧和心血。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同志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他们矢志报国、团结协作，向世界展示
了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翟志刚同志2次执
行载人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3次出舱活动，成
为目前出舱活动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王亚平
同志两度飞天圆梦、再上“太空讲台”，成为中国首
位进驻空间站、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叶光富
同志扎实训练、艰苦磨砺，光荣入选神舟十三号乘
组，圆满完成担负任务。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
天事业建立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决定，给翟志刚、王亚平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
奖章”，授予叶光富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
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
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大力弘
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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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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