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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巨笔，总是在沧桑巨变中
写就传奇。

历史的感悟，往往在深情回望时
更加真切。

2022年6月25日，首都北京发出
这样一条讯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沉浸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喜庆
氛围中，700多万香港同胞意气风发、
心潮激荡。

25载春秋可鉴，五星红旗和紫荆
花区旗，在香江之滨猎猎飘扬。25载
岁月洗礼，中央政府赠送的金紫荆花
雕塑沉静祥和、熠熠生辉。

漂泊的日子实在是太过长久。归来
的游子抖落衣襟上的尘埃，满怀赤诚，紧
紧依偎着母亲的胸膛。25年来，“一国
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
功。香港在祖国大家庭中同兄弟姐妹一
道奋斗发展，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
荣光。铺展未来图景，在中国梦的召唤
下，新时代的香江传奇更加壮丽。

（一）
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在香港会展

中心冉冉升起，香港协办北京奥运会、残
奥会马术项目，港珠澳大桥将碧波化作
通途……进入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网
上展厅，一条深蓝色的时光隧道，镌刻着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走过的光辉岁月
和700多万香港市民的共同记忆。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
是否浪漫依然？”饱含真情的歌词，也
唱出了人心深处的叩问。放眼今日之
香港，令人信服的答案已经写下。

城市发展日出林霏开。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努力打拼的香港同胞创造了
新的发展传奇：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
1997年的1.37万亿港元增至2021年
的2.86万亿港元，增长逾1倍；对外商
品贸易总额2021年约10.27万亿港元，
较1997年增长逾2倍；香港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多年被
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地区之一……

民生福祉光景时时新。回归以
来，香港文化、康乐和体育设施数量不
断增加，男性和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分别增长6.2岁和5.5岁，成为全球
最长寿的地区之一，各项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香港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香江儿女奋发向未来。回归前，香
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民主可言。回
归后，香港同胞当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
和自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家国情怀更

加炽热。“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
梦”，从狮子山下到长城之上，艺人刘德
华曾感叹：可以用香港人的身份，跟大家
说自己是中国人。挺直腰杆做堂堂正正
的中国人，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700多万香港同胞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
自信、步履坚定。

对外交往好风凭借力。25年来，外
国在港领事机构从88家增加到119家，
香港特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国
家和地区由40个增至168个，以“中国
香港”名义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达97
个，香港成为20多家国际法律组织的

“落户”之地，越来越多香港英才在中央
政府支持下赴国际组织任职，中国遍布
全球的270多个驻外使领馆为香港同
胞提供“全天候”的领事保护与服务，

“无论走到哪里，祖国在你身后”的庄严
承诺让香港同胞更加安心。

紫荆盛放时，香港正青春。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创

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
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案。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
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
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
度，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回望方知行渐远，登高更觉天地
阔。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前进，充
满生机活力的“一国两制”事业，必将
挥写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二）
“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机场对中
外记者的一席话，道出党和国家对香
港的深情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一国
两制”、香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一国两制”事
业取得新经验、实现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一国’
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
固才能枝荣”；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
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
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
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
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中央全面准
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
动摇，更不会改变。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提供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这是心系香港同胞的民生关怀，让

香港的发展更有温度。从强调以人为
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
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到要求重视解决
青年群体面临的困难，关心、支持、帮助
青少年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
香港同胞的民生冷暖放在心上，不遗余
力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香港市民。

这是着眼长远的制度完善和法治保
障，为香港长治久安筑牢根基。建立健
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修改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原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
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
推进依法治港、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打下坚实基础。

“总有一双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
总有一盏明灯为我们指引航向”，回顾
香港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一位港区全国
政协委员这样感慨。香港正站在“一国
两制”实践的历史新起点上。在新时代
推进“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与
时俱进，使“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更
为丰满、更加鲜活、更具时代性，为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迈出了新
步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
新贡献。

（三）
“这是祖国送给香港的一份厚礼。”

6月22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开
幕典礼。从青铜器、书画名作，到织绣、
陶瓷等，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逾900件藏
品，横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这场文
化盛宴，连接古今中外，也架起沟通心
灵、融通情感的桥梁。

文脉连着血脉，岁月见证深情。
难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香港
时，中央政府出手力挺香港，使国际金
融炒家铩羽而归，香港金融市场得以
化险为夷；难忘香港经济遭受重创而
陷入低迷时，中央推出《内地与香港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一
系列政策，加强互利合作，重燃香港社
会信心与希望；难忘非典疫情、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时，中央及时伸出援手助
港抗疫，奏响一曲曲血脉相连、大爱无
疆的感人旋律……

温暖如一，情满香江。一路走来，

尽管有风雨和坎坷，但祖国始终是香港
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坚强后盾，是香
港保持繁荣稳定的最大底气。

2021年，由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
的部分月壤在香港会展中心展出，许多
市民惊喜地发现，在中国人“可上九天
揽月”的圆梦故事里，也有香港的一份
贡献——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
样装置，助力嫦娥五号成功完成月表采
样返回任务。民族复兴的壮丽史诗里，
有不朽的香江名句；风雷激荡的时代风
云中，有不变的赤子之心。

在这片海风吹拂的热土上，总有
一种情怀在流淌，那是无法割舍的骨
肉亲情，是刻骨铭心的家国记忆。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
一看。”今天，香港市民的一杯清茶、一
碗靓汤，早已离不开内地输送的潺潺
东江水。血浓于水，命运与共。无论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个朴实的道理
颠扑不破：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
港会更好！

（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6 月 24 日，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只
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
康、社会安宁的梦想。

今日之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
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是
香港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
的金钥匙。从不断提升竞争力，到破解
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年轻人向上流动
难等社会问题；从强化政府治理能力，
到同建关爱共融社会，都需要在发展中
求解。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
政长官李家超所言：香港的新篇就是希
望在5年里创造一个有充分发展机会
而且平稳、安全的香港，通过发展解决
很多方面的问题。

以发展的眼光看香港，依然任重
道远；以广阔的视野看未来，前景一片
光明。

紫荆花开正烂漫，乘借东风上青
云。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不仅能够分
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而且能
够在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
占得先机。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
制”之利，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
扮演更积极角色，香港定能培育新优
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让发展成
果更多惠及广大市民。

在世界夜景卫星图上，从广州到深
圳再延伸至香港、澳门，是灯光最璀璨的
区域之一。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港珠澳大桥横卧伶仃
洋，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香港与内地
的路网、口岸等“硬联通”已打通各个节
点，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软联通”不断
深化，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等不断促
进合作，互通共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
展。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香港
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跨过深圳河，天地更广阔。”2021
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普遍认
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能带来益处，大部
分受访者认同大湾区能帮助香港建立增
长新引擎。在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心目
中，“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把不可能变
成可能的地方”；在经济学家看来，“香港
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在外商眼里，

“香港是拥有超过8000万人的粤港澳大
湾区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拥有更多好
机会的地方”……

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
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
大机遇。“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
家。”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新时代中国勇毅前行、朝气蓬勃，也给香
港繁荣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新动力。

“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
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建。”香
港特区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组织创作的主题曲《前》，唱出了香
港市民创造未来的信心和力量。“心合
意同，谋无不成。”拧成一股绳，铆足一
股劲，开拓向前不停步，新时代的香港
充满希望和活力！

天高海阔，气象一新。不久前，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帆船赛在维多
利亚港举行。帆手们乘风破浪、奋勇
争先，展现了香港同胞同舟共济、扬帆
万里的精气神。

潮涌香江千帆竞，勠力同心再启
程。回望过去，沐世纪风雨，经百年沧
桑，“东方之珠”在南海之滨绽放异
彩。展望未来，700多万香港市民抖擞
精神，续写狮子山下发展新故事、繁荣
新传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
将取得更大的成功，感召和团结广大
中华儿女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香江水澎湃不息，紫荆花永远盛
开。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祝福香港，
祝福祖国！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紫荆花永远盛开
■ 钟华论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7月5日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省
屯昌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2执272号之九及十一《执行裁定书》
项下部分权益。包括两项资产：

标的1.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抵债的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
80公里处土地使用权（面积：159,566.65m2）及地上建（构）筑物、生
产性生物资产等。标的2.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抵债的位于屯昌县
海榆中线公路91公里处土地使用权（面积：31,000m2）及地上建（构）
筑物、生产性生物资产等。

上述两项资产整体拍卖优先，其次单拍。整体资产参考价人民
币8,860万元，拍卖保证金1,760万元。标的1参考价人民币7,455
万元，拍卖保证金1,480万元。标的2参考价人民币1,408万元，拍
卖保证金28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
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
名单人员；受资产所在地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
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22年7月4日；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7月4日17:00前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5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
房；联系电话：0898-68539322、15289963683。委托方监督电话：
0898-68623077、68664292；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
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705期）

海航豪庭A12地块商业街项目位于海口市大英山新城市中心
区A12地块，项目于2019年 8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车
位。方案调整后，车位数量符合技术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2年6月27日至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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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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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航豪庭A12地块商业街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三叶制药安居房项目位于海口市三叶东路6号。为尽快推进我
市安居房项目建设工作，根据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我局现按程序启
动金牛岭片区B-4-11、B-4-12、B-4-17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6月27日至2022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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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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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

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政编码：
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薛林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4-11、B-4-12、B-4-17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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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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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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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至2022
年7月25日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征收
与开发利用权益股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
参加竞买。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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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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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8:30至2022年7月
27日11:00。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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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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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和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园区产业布局规划，用于冷链仓储
物流项目，地块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 8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不低
于 50万元/亩，税收指标不低于 8万元/亩。达产年限为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3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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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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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得人须当即签订《成交
确认书》，并在 15日内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管理委员会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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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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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地块应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具体指标根据《关于加快推进装配
式建筑发展的通知》（琼府办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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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发建设要求：1.宗地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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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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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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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十二）上述所有
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八、咨
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86225309、66721736；联系人：王先生、黄
女士。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7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中自然资告字〔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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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南
区，编号为QZ-2022005号壹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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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
编号
QZ-

2022005

地块
位置

海南湾岭农产品加
工物流园南区

地块
面积

45809.81m2

（68.71亩）

土地
用途

仓储用地60%、
工业用地40%

容积率

1.0≤F≤2.0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10%≤
G≤20%

建筑
限高

≤15米

出让
年限

50年

保证金
（万元）

1485

起始价
（万元）

1485

项目用地拟选址潭门镇苏区村，用地面积1.0306公顷。根据
《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规划地类为一般耕地。拟
将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一般耕地调整为其他设施用地，调整方案公示
版本已编制完成。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6月27日至7月26日）。2.公示
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
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
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4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

（京能琼海潭门100MW农光互补示范项目升压站）的公示

项目用地拟选址塔洋镇裕山村，用地面积0.8226公顷。根据
《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其中Ⅳ级保护林地0.8101
公顷，乡村建设用地0.0125公顷。拟将项目用地范围内的Ⅳ级保护
林地、乡村建设用地调整为其他设施用地，调整方案公示版本已编
制完成。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
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6月27日至7月26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4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

（广东能源集团海南琼海塔洋渔光互补项目升压站）的公示

遗失声明
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海南

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章，法人章，

合同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文昌龙楼妙翠老爸茶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2068797,声明作废。

保险中介许可证换发公告
机构名称:海口仕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南海大道 59号；机构编码:
5C1028550000000000。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席文芬，联系
电 话:0898- 66835677，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 南 监 管 局 ，许 可 证 号:
00026106。
批准日期:2008年04月07日，业
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

●中国移动琼中营根迅捷手机卖
场，网点编码HNQZZ005，遗失购
机押金原件 2 张，发票代码：
201603210000，发 票 编 号 ：
14971502，金额1000元；发票代
码：201603210000，发票编号：
38719581，金额1000元；遗失押
金 原 件 3 张 ，发 票 代 码 ：
201603210000，发 票 编 号 ：
5778986，金额 3000 元；发票代
码：201603210000，发票编号：
15258361，金额5000元；发票代
码：201603210000，发票编号：
23568437，金额3000元，声明作
废。
●海口永群绿种养专业合作社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徐德喜），
声明作废。
●海南省远致装饰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文昌清澜恒悦茶饭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35326，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玩味小串烧烤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69036MA5TY
FGT8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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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
广场

海口市云龙镇云龙产业园

110.76亩居住用地挂牌转让项目

补充公告
我所于2022年5月31日发布“海

口市云龙镇云龙产业园110.76亩

居住用地挂牌转让”项目公告。

现根据转让方来函要求，对原公告

内容做出补充，补充内容详见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本项目公告期截止日延长至

2022年7月7日17:00。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24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年逾六旬的赫哲族伊玛堪传
承人吴桂凤每次唱起伊玛堪，总
会想到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

2016年5月24日，正在黑龙
江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冒雨
来到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

参观赫哲族民俗展、观看赫哲
族伊玛堪说唱教学……习近平
总书记赞扬赫哲族历史悠久、文化
丰富，特别是渔猎技能高超、图案
艺术精美、伊玛堪说唱很有韵味。

伊玛堪是赫哲族一项独有的
口头说唱艺术，是赫哲人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民族艺术品类和一本记
载着民族传承密码的“教科书”。

就在这次考察前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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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哲族全国人大代表刘蕾告诉
总书记，在兴边富民工程等政策帮
扶下，他们的生活就像《乌苏里船
歌》里唱的那样，走上了幸福路。她
还邀请总书记去自己的家乡看看。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说，这
首歌早就耳熟能详，还会哼唱。
歌中描绘的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和睦团结的美好景象。总书记还
表示“一定去看看”。

诚挚的邀请，深情的承诺，是
习近平总书记同赫哲族人民之间
的深厚情谊，更是总书记对赫哲
族文化传承的深切关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关心民族文化保护和

传承，他深刻指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
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
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吴桂凤很少离开
八岔赫哲族乡。“赫哲族人虽少，但党和国家
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总书记的到来，让赫哲
族伊玛堪唱得更加响亮。”吴桂凤高兴地说，

“我们为身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自豪而
歌，为赫哲人的幸福而歌。”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让赫哲族文化迎
来了传承发展的春天。

在黑龙江省同江市，目前已建立起伊玛
堪国家、省、市、县四级传承人体系。“如今的
伊玛堪，不仅继续传唱赫哲人古老的英雄故
事，更歌唱着祖国的伟大、民族的团结和赫哲
人生活的蒸蒸日上。”吴桂凤说。

为了更好地传播赫哲族民族文化，吴桂
凤当上了村里的民间艺术团团长。“我们创作
《富饶的大河》《新旧社会对比》等作品，和乡
亲们一起把跟着总书记奔向更美好明天的信
心唱出来、跳出来。”吴桂凤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记者王鹏
唐兴 闫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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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