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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遗失

东新农场公司内部收据4份，号

码：0001797～0001800，声明作废。

●东方丰锦建设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MA5RD7MA2D）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乐迪娱乐城遗失娱乐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编 号 ：

468600160072，声明作废。

●陵水华盛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许天江遗失位于东方市八所镇

二环路东侧小岭教师楼土地证，证

号：东方国用2007第100号，声明

作废。

●郑秀芳遗失海口恒大文化旅游

城49栋2303房的一张购房收据，

收据号码：NO3012110遗失，特此

声明。

●海口市顺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JAU98B）不 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自2022年6月24日起，本人辞去

中利投（深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职务。此后，该公司所发生

的一切事务，均与本人无关。特此

声明。 郑伟平

●黄锦婵不慎遗失建筑工程二级

建 造 师 注 册 证 证 书 ，编 号 ：

02062017，声明作废。

●海南国祯幸福庄园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不慎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儋州农垦南分

理处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417801，现特此声明。

●王悦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

证 ，专 业 ：护 理 ，证 号 ：

HN2016211730004，声明作废。

●儋州市海头镇珠江村委会卫生

室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陵水清水湾壹加壹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人民币由

叁佰壹拾伍万元整减为壹佰陆拾

伍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富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6GP91J），经 股

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680万元，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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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金江华莱士汉堡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

证编号：JY24690232059927，声

明作废。

●海口琼山榕新炸鸡汉堡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1071378037，

声明作废。

●李文武遗失车牌号为琼F07489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儋 州

460400064233，声明作废。

●儋州市鹿母湾林场陈金泉不慎

遗失私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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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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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门：

确保阶段性减免市场主体
房屋租金政策落地见效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王优玲）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
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
局、银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推动阶段性减免市
场主体房屋租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自
身实际，统筹各类资金，拿出务实管用措施推动
减免市场主体房屋租金，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生效。

通知要求，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承租国有房屋的，2022 年减免 6 个月租
金，其他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对出租人减免
租金的，税务部门根据地方政府有关规定减免
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鼓励国有银行对
减免租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
款等支持。

据了解，该通知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配套
印发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旨在推动阶段性减免
市场主体房屋租金工作，帮助服务业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

商务部：

美方早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消费者和企业就能早受益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谢希瑶 潘
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23日表示，在当前
高通胀形势下，美方早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消费者
和企业就能早受益。中美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
努力，为经贸合作创造氛围和条件，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在当天商务部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有记者就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示正考虑就放
宽美国对中国关税一事作出决定提问，束珏婷作
出上述回应。

束珏婷表示，我们注意到拜登总统的表态。
中方始终认为，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中
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

6月23日10时2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三星”
方式，成功将遥感三十五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这组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
农产品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域。 新华社发

一箭三星！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五号02组卫星

“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准确认
识历史发展规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
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

时隔5年，金砖合作的时针又一
次指向“中国时刻”。

6月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
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直面时代之问，提
出中国方案，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指
明前行方向，为人类战胜困难挑战凝
聚团结奋进的力量。

把脉时代大势，指引前
进方向

在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穿云破雾，传递信
心与力量：“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但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携手
合作、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会变。”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
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
经济复苏步履维艰。

在这样的历史交汇点上，不仅是
金砖五国，整个国际社会都对此次金
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高度关注。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活动现场聆
听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后，阿尔及
利亚驻华大使哈桑·拉贝希对四个“共
同”印象深刻。他说，中方考虑的不是
一国之利，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用形
象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人类命运与共

的现实逻辑：“事实一再证明，制裁是
‘回旋镖’、‘双刃剑’，把世界经济政治
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
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终将损
人害己，使世界人民遭殃”“开历史倒
车，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
己的路”……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发出了
‘时代之声’，也是‘正义之声’，是一次
对时代大势的再聚焦，也是对推进各
项国际合作议程的再动员，有助于国
际社会尽快克服当前的困难与挑战，
早日重回正轨。”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
家合作中心主任王磊说。

拉紧合作纽带，贡献发
展力量

当前，世界经济在艰难中前行，复
苏发展承载各国迫切期待。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直面当
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呼吁
各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提出合作的
方向和举措——

“只有坚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
才能战胜经济危机”“要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主要发达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
政策”“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能
给各国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拆除
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藩篱，引导推
动全球化健康发展”“消除贸易、投资、
技术壁垒”……

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

表示，在当今国际社会面临很多问题
的情况下，习近平主席对促进世界经
济发展的真知灼见，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加强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金砖五国发
挥各自优势，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形
成发展合力，无疑将为破解当下世界
经济面临的困境作出积极贡献。

作为金砖国家主席国，中国已成
功举办90多场各层级会议和活动，推
动金砖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通过
《金砖国家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
议》，达成《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框架》，建立金砖国家航天合作机
制，签署粮食安全合作战略，建立金砖
国家职业教育联盟……

在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
断上升的特殊背景下，金砖合作取得
如此众多成果殊为不易，团结合作的
时代价值更加凸显。

5年前厦门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金砖+”合作理念。5年来，

“金砖+”模式不断深化拓展，成为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
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

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执行院长朱旭峰说，面对全球经
济治理的缺失和不足，国际社会期
待金砖国家能够以自身发展为世界
提供更多正能量，进而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

面对广大工商界代表，习近平主席
说：“希望企业家们发扬坚韧不拔、勇

立潮头的精神，做开放发展的推动者、
创新发展的领军者、共享发展的践行
者，给金砖合作加油加力。”

22日晚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发
布了《金砖国家工商界北京倡议》。倡
议提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
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支持
开展全面、紧密、务实和包容的合作，
并愿为此积极贡献工商界力量。

彰显中国担当，奏响团
结强音

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全面阐
述了他此前提出的两大倡议：全球安
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这两大倡议，是中国统筹安全与
发展两件大事有益实践的经验分
享。两大倡议契合国际社会求和平、
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为推动建立更
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
中国方案。

谈到全球安全倡议时，习近平主席
提出要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
同体意识，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在
讲到全球发展倡议时，习近平主席
阐述倡议重点合作领域，提出构建
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说：“对我
来说振奋人心的是，习近平主席传递
了这样的信息，只要我们携手合作，
我们就可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进步

和发展。”
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全球落实受到重创。全球将近
70个国家的12亿人口面临疫情、粮
食、能源、债务危机，全球过去数十年
减贫成果可能付诸东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开幕前两天，中方发布《全球
发展报告》，从八个方面对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政策建议。
这是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一项
重要举措，也是为全球发展事业提供
智力支持。

24日，习近平主席还将主持全球
发展高层对话会，围绕“构建新时代全
球发展伙伴关系，携手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同各方共商全球发展
大计。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中，两个
“高质量发展”引人注目：一个立足中国
——“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一个着眼金砖——“当前，
金砖合作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两个“高质量发展”叠加，势必将
为世界的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

高扬互利共赢之帆、把稳团结合
作之舵，金砖国家这艘大船就一定能
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人类共同的
未来传递信心与希望，为世界美好的
明天开辟新航向！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郑明达 王宾 谢希瑶 成欣 郭宇
靖 罗鑫）

“高扬互利共赢之帆、把稳团结合作之舵”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为维护世界和平

与发展注入信心和力量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绵延的黄土高原，广袤的草原，
茫茫的戈壁，洁白的冰川，构成了一幅
雄浑壮丽的画面，整个地理形势宛如
一柄玉如意。”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赞
叹陇原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赴甘肃考察，多次对甘肃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
度，为甘肃发展明确定位、擘画蓝图、
指明方向。

2500万陇原儿女牢记嘱托，负重
自强，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
民兴陇新局面奋发进取，描绘新时代
如意陇原的崭新图景。

“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
的事业”

“苦瘠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很多地
方的真实写照。吃水难、行路难的困
苦几乎遍及每个贫困村庄。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来到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和临夏回
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布楞沟村，入
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

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
省份之一，困难群众过得好不好，扶贫
政策落实得怎么样，总书记要亲自看
一看。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
新村。他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
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
党的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深深
感染着甘肃各级党员干部。为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甘肃全省干部群众牢记嘱托，
尽锐出战。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

“军令状”，36万名帮扶责任人、7.45万
名驻村帮扶人员奔赴扶贫一线，铆足干
劲攻下深贫堡垒。截至2020年底，全
省552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长期困扰贫困群众的出行难、吃
水难等“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

元古堆村村民曾玉成原先种地有
“两怕”：一怕运不下来烂地里，二怕拉
不出去卖不上价。自从硬化路通到家
门口，他用流转土地种起百合、党参，
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种植大户。村委
会主任郭连兵感慨地说，2013年以
前，元古堆村只有2.4 公里硬化路。
如今村组道路全部硬化，元古堆不再
是“烂泥沟”。2018年，元古堆村甩掉

“贫困帽”。2021年，全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1.2万元。

2021年以来，甘肃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体
系初成，陇原乡村万象更新。

为了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甘肃
在新起点上不断提升脱贫地区发展水
平。财政资金集中注入基础性、普惠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生支出占财政
总支出比例连年保持在80%左右；五
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成；养老
机构覆盖所有县（市、区）；城乡低保标
准不断提升……陇原大地正绘就景美
人和的新画卷。

“加快发展生态产业，构
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6月，祁连山北麓的大马营草原
草色初新、生机勃发。三年前的2019
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实地
了解祁连山生态修复保护等情况。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一度无序无度开发，造成
冻土破碎、植被稀疏，局部生态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让甘肃干部有被“猛击一掌的警醒”。

痛定思痛，甘肃以“断腕”之勇狠
抓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甘肃祁连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44宗矿业权全部
分类退出，42座水电站全部分类处
置，25个旅游设施项目全面完成整
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任务按
期完成。历经“史上最严”整改，祁连
山祛多年沉疴，还旧账欠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牧马
20余年的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
司职工刘国年亲身感受到山绿水清的
生态之变。这几年，曾过度放牧的草场
上牛羊退出，竟有鹿群进驻。放马巡山
时，他还常与野生动物“正面遭遇”。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前
来“验收”，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
工作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总书记
谆谆叮嘱，“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
踩着西瓜皮往下溜”“加快发展生态产
业，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甘肃
坚决扛起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的政治责任，将生态产业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以“绿色之变”加快
兑现“富足之变”。

祁连山下，一座座迎风转动的风
力发电机是绿色“蝶变”的鲜明地标。
甘肃是风光资源大省，紧盯“双碳”目
标，当地谋划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优化

风光电开发布局。酒泉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建成，华能甘肃陇东千万千瓦
级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启动建设，
项目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2021年，以清洁能源、节能环保、
先进制造等为代表的十大生态产业增
加值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
达27%。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
区，吸引大批生态产业落地，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连续五年领跑国家级新区。

黄河在甘肃蜿蜒奔涌913公里。
母亲河牵动着总书记的心。2019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叮嘱省市两级负
责同志，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
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兰
州要在保持黄河水体健康方面先发
力、带好头。

全省上下迅速行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体系基本构建，一批重大生态项目启
动实施。河湖长制、林长制全面落地。
2021年，甘肃境内黄河流域41个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2.68%。甘肃扎
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
和修复，生态系统功能持续提升。

“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
生生不息的根脉”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甘肃考察
首站来到敦煌莫高窟。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

文化自信”。
“总书记仔细端详，不时询问，还

亲切地叮嘱游客注意爱护文物，考察
全程都饱含着对敦煌文化的深厚情
感。讲好敦煌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坚定文化自信，‘敦煌人’责无旁贷。”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
要源泉。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敦煌研究院文物
保护、研究等工作积极推进：启动流失海
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工程，推进石窟
考古报告编撰、敦煌文献分类整理出版
等重要项目，出版《敦煌艺术大辞典》等
重要学术专著。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
研究院座谈时提出的“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的典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重要要
求，正在接续奋斗中逐步化为现实。

长城一砖一瓦，都是活的历史。在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关城，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
生不息的根脉。

甘肃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
设为契机，提出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甘肃段建设成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读者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考察调研时，叮嘱在场的文化
工作者，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
化产品。

“读者人”以此为己任，努力出好
书、出精品。《读者》发行量连续三年保
持正增长，稳居国内文摘类期刊发行
量首位。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甘肃进
一步推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长
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
文物从墙上走下来、从窟里走出来，扩
大文化“瑰宝”影响圈，保护好中华民
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新华社兰州6月23日电 记者
任卫东 宋常青 张钦 王博）

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甘肃篇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一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刘开雄 李
延霞）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3万亿美
元以上，今年5月末超3.1万亿美元，连续17年稳
居世界第一，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重要的“稳
定器”和“压舱石”。

这是记者从6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信息。

外汇局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经常账户顺
差与同期GDP之比总体在2%左右；截至2022年
5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1278亿美元。我国对
外净资产规模稳步增长，2021年末我国对外净资
产为19833亿美元，较2012年末增长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