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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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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
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新疆考察，
两次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新疆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
作总目标，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
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
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
2020年9月，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
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
总目标”。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把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提高到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指出

“要坚定不移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同
时必须紧紧围绕改善民生、争取人心来
推动经济发展”，强调“要通过抓发展、
惠民生，让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盼
头，不断增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凝聚
力，不断增添爱国爱疆正能量”，要求

“紧紧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多搞一
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
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
肠挂肚的问题，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
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喀什地区疏附县阿亚格曼干村考察，走
进村民阿卜都克尤木·肉孜家，同乡亲
们共话党中央惠民政策的贯彻落实。

“从脱贫攻坚到接续乡村振兴，这
些年，党的好政策就像甜蜜的葡萄，一
串接一串。”阿卜都克尤木说，“村里设
立了学习微课堂，一有好政策，第一时
间大家就能看得到、听得懂。过去我
们这里是贫困村，现在大家搞养殖、搞
苗木种植，人人有事干、有钱挣，日子
越过越红火。”

阿亚格曼干村的变化，是新疆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缩影。

南疆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
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
地州，曾是脱贫攻坚战中的“硬骨
头”。新疆因地制宜，实施农村安居工
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落实落细综合
社会保障措施，实现应保尽保；实施易

地搬迁、转移就业、产业扶持……一系
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让这些地区面
貌一新。2021年，新疆制定完善发展
产业、稳岗就业、综合保障兜底等措
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一项项举措，展现了新疆
各族群众共谋发展的奋进姿态。

2012年至2021年，新疆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921元增长至
3764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6394元增长至15575元；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
时代，民用机场目前总量达24个；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率均达
100%；至2020年底，新疆308.9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一组组数字，见证了新疆在新
时代的坚实发展步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实现新疆工
作总目标的战略力量。在新疆考察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兵团真正建
设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
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
化的示范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围绕补齐发展短板、
延伸产业链，谋划了一系列有市场前

景、有规模体量、有经济效益、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项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靠发展，也
靠法治。新疆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
抓预防”，既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
罪，又注重开展源头治理，广泛深入开
展“法治宣讲下基层”“国旗下讲法治”

“巴扎普法”等活动。目前，新疆已连
续5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刑事
治安案件数量大幅下降。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
大团结”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
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
新疆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

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
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
各民族大团结。

“90后”姑娘如克亚木·麦提赛地
是库尔班大叔家的第四代，曾在我国
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服役。如今，
她是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
把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
事讲给一批批参观者。“总书记提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我对各民族大
团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感觉肩上
的责任更重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我们要让民族团结代代相传。”如
克亚木说。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持
续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
作，每年选派7万余名干部组成1万
余个工作队深入各族群众，解难题、办
实事。近年来，新疆干部职工与各族
群众结对认亲，累计走访1.7亿多户
次。目前，新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3个、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14个。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疆、团结稳
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文化润疆，滋润心田。总书记的
要求，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要更加注
重发挥文化润心铸魂、凝聚人心的作

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
说，下一步，我们将打造一批体现新疆
特色、各族群众欢迎的精品力作，让文
化润疆真正“润”到各族群众的心坎里。

走进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
学，校园整洁，书声琅琅。校长阿伊努
尔·阿卜杜喀迪尔说：“总书记2014年
来考察时，学校有学生410人，现在增
加到了1318人。这些年，我们从全国
各地引进教师扩充改善师资队伍。我
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文化人，
让各民族孩子从小就在心里播下民族
团结的种子。”

“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
放的高地”

大漠茫茫、驼铃声声。新疆，承载
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荣光，也在新时代
迎来崭新的历史机遇。

在新疆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新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要“把
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
体布局中去”。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
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求。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近年来，
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重点推进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畅通枢纽
和支点。在重要支点霍尔果斯口岸，
大约每1.5小时，就有一辆中欧班列
西出国门。这支“钢铁驼队”，已成为
全球产业链“大动脉”。

融合高水平开放政策。喀什综合保
税区内，满载货物的车辆来回穿梭，毗邻
的喀什国际航空货运区建设项目已初具
雏形。未来，航空货运与综合保税将实
现政策叠加相融。乌鲁木齐海关数据
显示，今年前5个月，喀什综保区进出口
额达46.2亿元，同比增长612.6%。

着力打造口岸经济带。完善口岸基
础设施、培育进出口产业、推动口岸就地
生产加工出口，新疆正稳步推进“通道
经济”向“产业经济”“口岸经济”转变。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
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同心绘就新时代新疆高质
量发展新图景。

（新华社乌鲁木齐 6月 28日电
记者黎大东 刘红霞 何军）

情满天山处处春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新疆篇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纪检监察机
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规则》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着眼健全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的派驻监督体制机
制，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
的组织设置、领导体制、工作职责、
履职程序、管理监督作出全面规
范，对于推进派驻机构工作规范

化、法治化、正规化，推动新时代派
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
强对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
的领导，不断完善派驻监督机制。
党组（党委）要支持配合派驻机构

工作，自觉接受派驻机构监督。各
级纪委监委要推动派驻机构聚焦
主责主业，更好发挥政治监督作
用，加强对派驻机构及其干部的管
理约束，坚决防治“灯下黑”。执行
《规则》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
时报告党中央。

中办印发《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
工作条例》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外交部：

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马卓言）针对
美台举行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磋商，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
反对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
括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

赵立坚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美方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
来，停止与台湾当局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
的协定，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应趁早打消‘倚美谋独’的算计，
否则他们跳得越高，摔得越惨。”赵立坚说。

新疆乌鲁木齐市一角。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前5个月国有企业
营业总收入超30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财政部28日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营业总收入308831.3 亿元，同比增长9.2%。
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175025.4亿元，同比
增长11.2%；地方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133805.9
亿元，同比增长6.7%。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6310.7亿元，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及疫情因素
影响，同比下降6.5%。

●出租人：王君英、承租人：王军平

遗失坐落于碧海大道29号海口美

丽沙天悦湾T4D栋3-4D房的房

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2021〕

54911号，声明作废。

●出租人：林宗兴，承租人：周松标

遗失美舍下村115号101房的房

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2019〕

第37018号，声明作废。

●吴神川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桥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9365

号，声明作废。

●临高皇桐善美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东华三合水口饭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

号：JY24690280016950，声明作

废。

●白小云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认购书一份，

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21

栋2102号房，金额：10000元，认

购书编号：HHD0327681，特此声

明。

●海南京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9025000001488）公 章 遗

失，声明作废。

●谭忠飞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1197307015231，特此

声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公司律师）李硕不

慎遗失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

公 司 律 师 证 ， 证 号 ：

14601202171352001，流 水 号 ：

30223818，特此声明。

●中共澄迈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工作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5490301，声明

作废。

●东方市教育局大田中心学校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34690070016959，声明作废。

●陈海升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坡博

坡巷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集中购买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协

议，档案编号：2-26，现场编号：

C26，声明作废。

公告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男生宿舍热
水供应系统建设项目向社会聘请
项目设计公司、监理公司、预算公
司、预算审核公司及结算审核公
司。项目概要：在学校男生宿舍顶
楼安装太阳能系统，以满足约700
名学生冬天洗热水澡的需求。报
名提交材料时间：2022年6月29
至7月1日。联系电话：23888070
（王老师）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

2022年6月28日

●彭文不慎遗失文昌海石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龙禧湾·偶寓B-7-

20房收据两张（定金，收据编号：

6000769，金额：30000元；房款，

收 据 编 号 ：6000788，金 额 ：

24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盛惠佳百货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刘 取 信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2199002021230，不慎遗失

海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改造

区项目Z01地块12号楼2605号

房《领房单》，档案号：BZ1436、

BZ1437，登记顺序号：0101，现场

编号：B3-13、B3-13-1，声明作

废。

●陵水海岛红莲雾种植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陵水

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14388802，账 号 ：

21840001040015861，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修诚冷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TE46011022487，声明作废。

●文昌市东路镇美德村村民云大

奉（身份证号码：4600221958012

32116）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05104202050029J，原承包

经营权证流水号：文昌农地承包权

〔2017〕第050029号，声明作废。

●张双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120650000000576，特此声明作

废。

仓库招租和资产评估公告
公司因业务拓展需要，现将位于定
安县黄竹万嘉果植物园景区旧仓
库进行招租及评估，同时招募有资
质的评估公司对景区内商场设备
及资产进行评估。
一、基本要求
1.具有符合国家相关资质要求的
单位；
2.需提供相关产品有效检测报告。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8289288252
海南农垦万嘉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8日

空调主机转让
现有一台型号19DM78506CQ美
国开利离心式负压空调机组进行
转让处置，包括配套的空调冷冻泵
型号KPS-5015-9、空调冷却泵型
号LF-6015-7。联系人：叶女士
13976696869，联系截止日：2022
年7月4日。
中国石化集团海南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黄金海景大酒店

2022年6月29日

公告
泛德教育科技（海口）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倩、潘欣、李倩、
庄沁欣、谢小雪、梁瑞、吴得平、姚
辰旭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
人仲案字〔2021〕第1505～1509、
1544～1546号），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第
319～32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6月28日

海南农垦西达农场有限公司

闲置房屋招租
本公司为海南农垦集团全资子公
司，现名下位于澄迈县西达农场原
农贸市场闲置，可供出租。房屋现
状：面积450平方米。欢迎有意向
者向我司报名竞租。联系人：冼先
生18876868818。

减资公告
海南享洋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M
A5T6GY80Q）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原债权债务
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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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固德钢结构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3CC9F），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元减少至
人民币壹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
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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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茳笙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7MAA99X1A01）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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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天豪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上红兴村的土地证，证号：

东方集用〔2012〕第119064号，声

明作废。

●海口琼山大坡晓丹茶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70035980（1- 1），

声明作废。

●曾惠新遗失别克牌轿车合格证，

证号：WAE245212246962，车辆

型号：SGM7153LBAA，发动机

号：212873313，车架号：LSGKE

54H5MW206333,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童伯钧口腔诊所遗失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

号：PDY84460X46900217D2152，

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古享基商行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1042533，声明作废。

●张德宁遗失二级建造师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463520，特此声明。

●文昌龙楼香万家干货店遗失一

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旺木承聚星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6903301，声明作废。

●王崧丞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

21010099258，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不慎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陵水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

46001005736058064798，核准号：

Z6410000335203，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220629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7月30日10

时至2022年7月31日10时在阿里

拍卖平台（http://7656fhh.store/

s/FL4oZX）上公开拍卖：海口市金

盘大地豪庭负一层321号车位。起

拍价80042元；保证金17000元。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阿里拍卖

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

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

知》后报名参与。网页版公告及须

知、说明是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咨

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通道二：13876364266，通道三：

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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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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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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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转 让

招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启动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6月28日电（记者苏万明）香
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委会）28日在维多利亚公
园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系列活动启
动礼。庆委会举办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系列庆祝活动包括：在维多利亚公园
设置不同类型的大型展示，如大型国旗及区旗、创
意灯光装置、水幕特效等，开放给公众参观；组织
25辆特别版巴士、10辆特别版电车，联合25艘悬
挂国旗和区旗的大型渔船，在维港巡游庆祝等。

当日，艳阳高照。启动礼结束后，青年代表演唱
了《我和我的祖国》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主题
曲《前》等歌曲，与在场嘉宾一道，表达对祖国、对香港
的美好祝愿。随后，敞篷巴士和出租车车队开动，巡
访港九新界各区，共庆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于2006年10月成立，
旨在组织香港各界人士筹办庆祝节日典礼活动，
促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弘扬家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