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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
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实
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
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荣光！”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上，习近平主席着眼于香港未来提出 4
点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
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
谐稳定。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团结带领七百
多万香港居民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共创
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共谱“一国两制”
实践的崭新篇章，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
了行动指引。

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
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
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4点希望，蕴含着对香港未来的深
邃思考、体现着对香港同胞的深切关怀。
要深刻认识到，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
能力、增强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别行政
区建设好、发展好的迫切需要。只有着力
提高治理水平，让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
新飞跃，才能不辜负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
各界人士的厚望。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
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
的金钥匙。只有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在国
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香港才能培育新
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现在，香
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
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
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
的照顾更好一些。只有切实排解民生忧
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
突出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
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香港发展不能再耽
搁，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只
有共同维护和谐稳定，团结起来、和衷共
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今天的香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
拥有更加稳固的基础，能够更好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长期繁荣稳
定。习近平主席指出：“行政长官和特别
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
港的第一责任人。要忠实履行誓言，以实
际行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
权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竭诚奉献。”要广
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
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
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
展，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
来，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中央全力支持
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全力
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开更广泛、更紧密
的交流合作，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
改革，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
力和发展活力。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
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
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
效的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市民，定能做到“务实有为、不
负人民”。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家园，
家和万事兴。全体香港同胞大力弘扬以
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
应的主流价值观，继续发扬包容共济、求
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
定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
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要特
别关心关爱青年人，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
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主人翁意识；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
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
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实践告诉我们，为
青年铺路搭桥，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就一
定能吸引广大香港青年投身到建设美好
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
的人生。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回望过去，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香港一定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新华社香港7月3日电（记者韦
骅）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
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的中英文版，3日在香港发行。

记者当日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商
务印书馆看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陈列于书店橱窗内；在一楼的“店
长推荐”一栏，该书也被摆放在了中间

的醒目位置。
走上书店二楼的人文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系列书籍被整齐地码放
于书架之上，除了新出版的第四卷，
此前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同样在列。此外，还有《之江新语》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等书籍供读
者选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

出版以来，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激发
人民奋斗实践、展示中国良好形象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 2月 3日至2022年 5月 10日
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
贺信等109篇，分为21个专题。为了
便于读者阅读，编辑时作了必要注
释。该书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2020

年1月以来的图片45幅。
据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裁李效华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中英文版分为平装版和
精装版，选择位于铜锣湾、中环和油
麻地的三家书店首发，随后会在香
港的各大书店推广、销售。即将举
行的香港书展也会对该书进行重点
推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在香港发行

2021年3月22日，武夷山九曲溪
畔，正在福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朱熹园。

“总书记一路往里走，到最里面一
间屋舍，看到墙上印有朱子的名言‘国
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他驻足凝
视良久。”当时为总书记做讲解的福建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回忆说。

早在2018年6月，在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
就曾借用朱熹的这句话，诠释民心是最
大的政治。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为学须先立志”……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讲话中旁
征博引，经常引用朱熹等古圣先贤的名
言警句生动阐述深刻道理，治国理念中
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到山东考察
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
门来看一看朱熹。”

在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
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
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
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
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张建光深

有感触：“总书记一番话，揭示出中国坚
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
建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
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
中华文化沃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定文化自
信、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为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固本培元、立根
铸魂的思想力量。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崭
新高度。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借鉴
和转化，浸润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
的方方面面。

当渴盼千年的“小康”之梦成为现
实，当古老箴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当饱含东方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日益成为世界共识……万千气象，
铺展在新时代的舞台上。

“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要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深刻
阐释，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
中华文化智慧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
自觉自信。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张建光说，我们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赓续传承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
们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供新洲江苑及海供新洲集贸市场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
大道南侧，项目于2020年9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岗亭及园
林布置，住宅窗户调整。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
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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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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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供新洲江苑及海供新洲集贸市场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合服务大楼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振发
横路28号海口市救助管理站院内。批建内容为一栋地上5层/地下
1层的救助站综合服务大楼，批建总面积 2722.35m2，地上面积
2524.85m2，地下面积197.5m2，新建床位数104张，停车位20个。
经审查，报批的建筑退线东、西、北面均和原有建筑一致；南面退用地
红线3.5 米，与南面现有建筑间距22.92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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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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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符国才。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合服务大楼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海关红城湖院区临街铺面

公开招租
铺址：海口市红城湖路221号，详见
http://haikou.customs.gov.cn，
联系人：苏女士13876389952

商铺招租
三亚金鸡岭花园新村临街铺面一
个 约 130m2 公 开 招 租 ，电 话 ：
68535357,13322085875 吴

遗失声明
吴林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美兰

区琼山大道82号新琼雅苑的《新

琼片区棚改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

协议》《新琼片区棚改项目集中购

买住房、商业用房协议》、选房号确

认单、搬迁时间确认单，编号为：

BC24，登记顺序号：0574，特此声

明。

●梁叶于2022年5月24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证 件 编 号 ：

460103198601221543，特 此 声

明。

●郑征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星海传说A16

区二期洋房H8幢 508号的房权

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44145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丹录小

学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冀艺玮不慎遗失教师资格证，教

师 资 格 证 书 编 号 为:

20164600422001035，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拍卖公告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704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7月19日10
时至2022年7月20日10时在阿
里 拍 卖 平 台（http://7656fhh.
store/s/FL4oZX）上公开拍卖：1.
依波路手表1块；2.苹果等品牌二
手手机7部；3.桌椅3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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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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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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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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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商铺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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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现

需处置一批报废电脑、显示器、打印机、扫描

仪、UPS主机等电子设备，有意者请在登报

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参加竞价购买，联系电

话：66562073、19907565782（李经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22年7月2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关于柴油机动车辆补缴通行附加费的通告
尊敬的广大车主：

依据《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条

规定：“本经济特区对使用柴油的机动车辆征收机动车辆通行附加

费。”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省、市、

县、自治县交通规费征稽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

征收管理工作，对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征缴情况实施稽查，查处偷

漏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等行为。”

根据征稽机构掌握的车辆数据信息，部分柴油机动车辆已欠缴

通行附加费，征稽机构将依法采取短信、电话、信函、上门、发律师函

及媒体公告等措施对柴油机动车辆开展催缴工作。

请欠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车主及时履行缴费义务，到各市

县征稽机构补缴所欠通行附加费。对不履行缴费义务的，征稽机构

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告知。

附：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各市、县分局咨询电话：（区号0898）

海口分局：66565923 港口分局：66126108 琼山分局：65988812

稽 查 局：66126119 文昌分局：63286191 琼海分局：62935030

万宁分局：62223597 陵水分局：83327380 三亚分局：88868061

定安分局：63822157 屯昌分局：67812331 五指山分局：86622290

琼中分局：86238118 保亭分局：83668415 澄迈分局：67622737

临高分局：28285209 儋州分局：23882020 白沙分局：27722738

昌江分局：26651857 东方分局：25595818 乐东分局：85523373

洋浦分局：28816807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2022年7月4日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海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资深编导、摄像记者、后期包装师、新媒

体编辑，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二）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

业心和责任感强。3.工作积极主动，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4.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

学历、专业、年龄及其他资格条件。5.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

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1.尚未解除党

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

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期

限未满的。4.失信被执行人。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

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1.资深编导（1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编导、新闻、广

告等相关专业，三年以上节目编导/后期编导经验；（2）年龄原则

要求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具有独立完

成视频产品的执行能力，擅长选题策划、脚本撰写、把控制作流

程，能指导团队拍摄、剪辑、审核、发布；（4）熟练掌握网络直播流

程设计、把关。

2.摄像记者（2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摄

像摄影及新闻采访工作经验者优先；（2）35周岁以下，身体素质

较好，能胜任复杂环境下的采访任务；（3）熟练掌握视频拍摄的

专业技能，并能独立完成视频的剪辑制作。

3.后期包装师（1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三年及以

上视频后期包装工作经验者优先；（2）年龄原则要求35周岁以

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擅长影视后期特效制作，

熟悉前期拍摄到后期剪辑的流程，拥有较强的分镜脚本理解能

力，会针对性地进行创意包装；（4）熟练使用影视后期软件，如：

Adobe Premiere Pro/Final Cut Pro、Adobe After Effects、

CINEMA 4D、DaVinci等后期剪辑及包装软件，具有较强的审美

能力和学习能力。

4.新媒体编辑（3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2）年龄原则要求3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熟悉各类新媒体平台运营，具备独立策

划、编发能力；（4）对时政、财经类报道有较多关注和研究，有深度

报道经验者优先；（5）能熟练使用电脑办公软件、图片处理软件，

会剪辑制作短视频者优先。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7月1日至7月15日止

（二）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

表》（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文件按“岗位+姓名”的格式命名，并

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2.招聘邮

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

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符合应

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

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考试总成绩出现并列

的，按笔试成绩确定排名顺序。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

消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

现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录用人员原则

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考核不合

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

弃资格的情况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规定的合格

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林女士 0898-66810854

宋先生 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
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重要讲话

共享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荣光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游客走进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参观。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