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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科磊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姚官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傅恒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刘栋）法人章、发票章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创世梦想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D6AG2W）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一本 ，编号：琼B2-
20160121，声明作废。
●海南锡安甸园先进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陈霞（于2022年7月22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证号：50023219851
2055002，特此声明。
●南方经贸集团科技（海南）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400MA5TMT28XW）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
明作废。
●南方经贸集团进出口（洋浦）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Q02820）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
作废。
●东方市天安乡长田村卫生室（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9007MJY403767X）不慎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
一本，声明作废。
●海南凡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AK8TX5）因 不
慎将公章丢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海南
省老年病医院住院部续建工程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海力制药二
期厂房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建科技大厦装修改造工程项目部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
勤基地军械库综合仓库工程项目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白
沙生姜冷藏及加工综合利用项目
配套附属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琼
海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琼海
市财政供养人员先锋住宅小区（一
期）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洋
浦保税港区葡萄酒恒温库工程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洋
浦保税港区标准厂房工程项目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五
源河公寓二期项目施工7标项目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口保税区区位调整项目工程（二
期）经一路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

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刊登于2022年6月30日《海
南日报》A15版发布的《文昌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
公示》（文土告字〔2022〕15号）协
议出让活动因故延期。公示期延
至2022年8月5日止。协议出让
活动时间延至2022年8月8日10
时00分，其他公告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30日

诚邀公告
现对三亚琥珀假日天地小区电梯
维保服务由安徽琥珀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三亚分公司组织招标。报
名时间为7月30日至7月31日，
逾期报名无效。报名及资质要求
请联系：沈经理，17305606765。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白
沙县陨石坑生态地质公园道路扩
建改造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澄
迈县皮肤性病防治所、结核病防治
所、卫生监督所“三所合一”业务用
房建设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华
庭八号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项目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省干部疗养院水疗运动中心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省国兴中学2#、3#、4#学生宿舍
楼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白
沙县第二机关幼儿园工程扩建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王陈酸粉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号：JY24690280009709，声
明作废。
●海南鑫满昌橡胶加工有限公司
王小军遗失法人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吕雪清、李耀清不慎遗失昌江和
园房地产商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一张，编号：8200403，金额：
17714元，特此声明。
●赵介琦（曾用名：赵海敏）遗失海
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
海口市海甸岛东部开发区南八小
区金泰世纪花园星光海岸1号楼2
单元203C房购房发票，发票号码：
00018816、00049809；购房合同，
编号：200400005194，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
方市2012年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
项目工程施工二标项目技术资料
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定
安县经济适用房富民小区（二期）
第1标段10#、11#、13#楼工程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
方市人民武装部整体搬迁工程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公
寓楼二期土石方工程项目技术资
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国家级）水产物流交易中心配
套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热
带农科院海口院区第三批经济适
用房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
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澄
迈县金马现代物流中心设施及配
套建设工程（一期）一横路项目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迈支行限
价商品房建设项目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五医院医疗
综合楼基坑支护及桩基础工程三
亚项目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省澄迈县凤成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万宁市南宏土特产购销部（注册号：
4600243300426）因停办注销，现
进行清算。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
债权债务。联系人：林丽梅，联系电
话：13876139025，地址：海口市海
秀中路51星华大厦803房。

减资公告
海南有点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
T4YHEXH）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电
话：18976442091刘超。

减资公告
海南中游数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GMT88M）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
资金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
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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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东方市广祥公共交通有限责任
公司，我公司决定，将注册资本由原
来的人民币500万元减至1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
公告。

通知
王宁、张秀萍：您名下位于海南省
海口市滨海大道219号西海岸高
尔夫温泉别墅A区卧龙苑5幢1号
楼，从2005年1月至2022年6月
期间未交纳物业管理费、养护费、
公 摊 费 、电 视 收 视 费 共 计
137485.52元，以及因逾期交纳而
产生的违约金363055.85 元。请
您于公告后3日内交纳前述费用，
否则我司将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
身权益。特此通知。
海南西海岸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9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 许 宝 权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5508205319，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61的
会员卡、会员证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麦客多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81355727，声明作
废。
●王家保遗失（车牌号：琼C5X68
挂·琼C5P68挂·琼C5B69挂）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证 号 ：
469023100068，声明作废。
●海南全威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符传艳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2198905224827，特此
声明。
●海南日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1071044847，声
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白沙
黎族自治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
局（2011年县棚户区改造建设项
目标段2）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崇左
市委党校迁建项目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文昌
液氢厂办公楼、宿舍、食堂工程项
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
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指
挥调度中心基坑支护工程项目部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绿
色长廊二期施工2标段技术资料
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呀府呀府装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芳娓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59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第
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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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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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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 人民日报评论员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科学真理，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
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
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
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强调全党必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
果为指导”，要求全党“把握好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
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
性，对于全党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战略
自信、保持战略清醒、增强信心斗志，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崭新篇章，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马克
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
新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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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总结并充分运
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
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
跃。实践充分证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
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
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
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科学回答了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了
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内在统一
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全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是推

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
科学指南，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
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铸就了新时代的新辉煌，
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
世界东方。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
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党和
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高举起了
精神旗帜，必将在中华民族复兴史、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绽放出
更为灿烂的真理光芒。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当代中国
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
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
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
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
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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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征程上，必
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
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开创事业
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和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
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
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更好把坚持
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
之“的”，继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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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
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
当今时代的大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全面性、
历史性贡献。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
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
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
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不动摇，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在乱云飞渡
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
识，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历史主动，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风雨无阻，坚
毅前行，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
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
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
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
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各地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致表示，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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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抓好本地区
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非凡成就：新时代伟大变
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深圳前海，树影婆娑、高楼林立。这
个“特区中的特区”，昔日是一片临海荒
滩，如今一派勃勃生机。

“推进前海开发开放，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国家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这次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感
慨地说，前海的变迁是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缩

影。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心指引下，前海大胆闯、大胆试，实现了

“一年一个样”的惊人蜕变。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过去5年工作和新
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深刻阐述，让辽宁
本溪市委书记吴澜倍感振奋。他说，10
年来，本溪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坚定不移
推进高质量发展。从曾经的“一钢独大”
到先进制造产业协同发展，“钢城”之变
正是“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的写照。

北京市西长安街街道工委书记李婕
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开展抗击疫情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
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经
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
果”有着深切体会。从配送物资到社区
值守，李婕和同事们奔走在防疫一线，见
证了战“疫”的无数瞬间。“实践证明，我
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
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控
措施是科学有效的。‘动态清零’是对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有力践行。”李婕说。

10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攻克了许多长
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
远的大事要事。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云南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更加

坚定了自信，增强了斗志。他说，打赢脱
贫攻坚战，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新起点
上，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努力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思想引领：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全党要把握好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眼下，浙江湖州市正按照《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部署，进行一
系列实践探索。湖州市委书记陈浩说，
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共富、加速
城乡融合，加快建设共同富裕绿色样本。

江西上饶市大南镇党委书记周浩
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指
引和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将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优势转变
为产业优势，打造精品农业园区和新能
源项目，在乡村振兴路上当好排头兵。”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指明了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方向。”河南夏邑县常务副县长王
敢峰表示，近年来夏邑县积极申报国家、
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了丰硕的
成果。未来还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价值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
生机活力。

山东高唐县副县长张婷婷表示，作为
基层干部，要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好、运
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找准地方
发展比较优势，把握建设国际陆港新机遇，
加速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
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
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作出的这一
重要论断，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广泛共鸣。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顾刚表
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全
国最大经济特区这一特色，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
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

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更好掌握
主动。”湖北黄石市委书记郄英才说，黄
石正在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黄石
功能区，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在补短
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
河北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商黎
英表示，近年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大力发
展应急产业，加快补齐数字化短板，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我们要落实好总书记要
求，做强应急产业等优势产业，补核心技
术‘短板’，努力实现新作为新业绩。”

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古乡雪瓦卡村依
靠种茶采茶摆脱贫困，村民索朗卓玛说：

“老百姓就是盼着生活更好。总书记说
了，现在很关键，搞好今后几年的发展很
重要。这让我们信心十足，只要跟着党
走，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昂扬奋进：永葆“赶考”的
清醒和坚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
党。奋进新征程，必须永葆“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
上’，这是对全党迈步新征程的谆谆告
诫，体现了我们党深刻的清醒自觉。”四
川眉山市委书记胡元坤说，我们将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
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涵养眉山
党员干部的浩然正气。

陕西潼关县纪委书记张新峰表示，
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将把整治群众身边的
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作为重中之重，把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作为“上心
事”，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到基层从严管党治党全过程。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蒙
古通辽市市长郭玉峰表示，必须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紧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通辽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切实扛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职责
使命，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我们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向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