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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什么？“95后”姑娘陈娟娟
的回答是：青春是在广阔基层赓续红
色血脉。

2020年 9月 16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
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在这里，
总书记先后考察了“半条被子的温
暖”专题陈列馆，村服务中心、卫生
室等地。

时任沙洲瑶族村党支部副书记的
陈娟娟作为村服务中心负责人，向
总书记汇报了为民服务的工作情况。

为民服务，在沙洲瑶族村有着情
深义重的传统——

1934年 11月，红军长征经过此
地，3名红军女战士借宿村民徐解秀
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
一半留给她，也留下了一段军民鱼水
情深的感人故事。

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
过“半条被子”的故事。他指出：“同人
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
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
险的根本保证。”

仿佛一种召唤，也是一种缘分。
2019年，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后，江
西姑娘陈娟娟选调来到沙洲瑶族村。

“看到徐解秀老人和女红军们挤
过的床，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基层
多为老百姓干实事、好事，成为那3名
女红军一样的人。”陈娟娟说。

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陈娟娟等工作人员：“要把村为民服务
中心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阵地建
设好，完善充实服务事项，提高为民服
务水平，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

效性。”
总书记的这番话，激起陈娟娟内

心的深切共鸣。她想起自己初来乍
到，着急地学习湘南土话，想要尽快和
村民熟络起来的那段时光。“总书记的
话语，一下子点醒了我，不管大事小
事，只要是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就是
我们要去解决的事。”

村里老人办理老年公交卡程序烦
琐，需要到村、乡、县三级跑三趟才能
办好手续，陈娟娟向县里汇报情况，推
动老年公交卡的办理权限下放至村
级。一个月不到，就为村民们办理了
超50张老年公交卡。陈娟娟用“日访
夜谈”的形式入户倾听民声，为村服务
中心新增临时救助等多项网办事务，
创新实行马上办、网上办、预约办、指
导办、上门代办“五办服务模式”，让村
民不出村就能把事办好。

“身要正，心要诚，皮要厚，腿要
勤，眼要活，嘴要甜，耳要灵，脑要清，
手要严。”陈娟娟带领村服务中心的5
名同事服务着全村540余人，仅去年
一年就为群众办理事项625件，群众
满意率达到100%。

村民更顺心，干群更贴心。陈娟
娟要离村学习一段时间，一位大姐连
夜为她缝制了两双鞋垫，又担心娟娟
不肯收，就写下留言：“这个不值钱
的，希望你能收下，你为沙洲做的太
多了，不知道走坏了多少鞋，一个女
孩子背井离乡为了沙洲的发展美好
未来，付出这么多，我代表我们全家
感谢你。”

“原来做一名基层干部是如此幸
福！”陈娟娟感慨，自己只是做了一名
党员干部应该做的事，群众报以真挚
的情感。“‘半条被子’的温暖，我如今

更真切地感受到了！”
在沙洲村工作两年半，陈娟娟从

人生地不熟，变得可以用方言与村民
流利交谈；从走出象牙塔的腼腆学生，
长成独当一面的“陈书记”；从一名“外
地研究生”，成为群众心中认可口中称
呼的“沙洲女儿”。

踩着老百姓缝制的鞋垫，走在这
片土地上，陈娟娟常会想起总书记的
一番话——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被子
也会剪下半条给老百姓，这绝不是口
号，不是做秀，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而
且这种誓言，我们一直传承下来了。
正是这样，老百姓才把共产党看成是
自家的党、老百姓的党。

“我要把‘半条被子’的温暖，继续
传承下去。”陈娟娟说。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记者
周楠 张格）

让“半条被子”的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
本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优化营商环境、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减轻市场主体
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突出矛盾
和问题，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依然

较多，要积极运用改革创新办法，帮
助市场主体解难题、渡难关、复元
气、增活力，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
基础。

《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了重点
任务：一是进一步破除隐性门槛，推
动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二是进
一步规范涉企收费，推动减轻市场
主体经营负担。三是进一步优化涉
企服务，推动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

本。四是进一步加强公正监管，切
实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五是进
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切实稳定市场
主体政策预期。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加强组织实施、强化协同配合，
结合工作实际加快制定具体配套措
施，确保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为各类
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温竞华 张
泉）以“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为主题的2022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15日在全国各地启动，活动将
持续至9月21日。今年全国科普日将围绕聚焦
重点领域、面向基层所需、服务创新发展和促进素
质提升，广泛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2022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由中国科
技馆区活动和北京科学中心区活动组成。中国科
技馆区活动包括“喜迎党的二十大，奋楫扬帆新征
程”“科普托起强国梦，十年砥砺铸辉煌”“新时代
科普实践，创新赋能书华章”“科普事业新发展，赓
续奋斗向未来”四部分，通过互动展品、实物模型、
多媒体、图文展板等形式，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我国
科普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及新时代科普
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愿景和蓝图。

除北京主场活动、部委主场活动、省级主场活
动、“云上科普日”活动和特别参与单位专项科普
活动外，全国范围内还将组织开展部委系统联合
行动、学会科普联合行动、全国科普示范县联合行
动、科普阵地联合行动、农技协联合行动、企业科
协联合行动等系列科普活动。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线上活动平台也将集中展
示全国各地、各领域的科普活动，通过现场直播、
云游场馆、知识竞赛、科普课堂等多种形式，全方
位呈现各类科普资源，丰富公众的科普体验。

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由中国科协、中央宣传
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原子能机构
等18部门联合举办。据了解，自2004年以来，中
国科协已连续18年成功举办全国科普日活动，各
地各部门在全国科普日期间累计举办重点科普活
动约32.2万场次。

9月15日，孩子们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
河村科技馆观看“火山喷发”模拟实验。 新华社发

前8个月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税缓费超3.3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王雨萧）记
者15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截至8月31日，今
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3
万亿元。其中累计有21723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
人账户，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规模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
力。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4至8月，办理留
抵退税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增幅比无
退税企业高4.6个百分点。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4至8月，制造
业企业累计享受退税5377亿元，办理留抵退税的
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比无退
税企业高4.2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在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8月31
日，各项税费支持政策为小微企业累计新增减税
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1.31万亿元。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出租方南方日报海南记者站委托，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现
组织对以下六个标的分别进行公开挂牌出租：一、出租标的：（一）
标的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0号一层部分、二层至九层
以及18号302、502房；挂牌租金：首年租金1,151,712.00元（含
税）；出租面积：2999.26m2；（二）标的二：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
同路18号101、201、202房；挂牌租金：首年租金200,832.00元
（含税）；出租面积：269.93m2；（三）标的三：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大同路18号102房；挂牌租金：首年租金97,596.00元（含税）；出
租面积：81.33m2；（四）标的四：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18号
601房；挂牌租金：首年租金31,680.00元（含税）；出租面积：
94.30m2；（五）标的五：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0号一层部
分131.34m2物业；挂牌租金：首年租金185,976.00元（含税）；出
租面积：131.34m2；（六）标的六：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0

号一层部分65.66m2物业；挂牌租金：首年租金92,976.00元（含
税）；出租面积：65.66m2。二、挂牌时间：2022年9月16日至2022
年9月29日17：00止。三、公告期内，若每个标的只有一个符合
资格的意向承租方报名参加交易的，出租方将按挂牌价与该意向
承租方报价直接与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经公开征集，若标的
中有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格意向承租方的，将由文交所组织竞
价。具体情况以南方文交所官网登载的6个《海南省海口市龙华
区大同路出租公告》为准。四、本公告为六个项目联合公告，具体
出租标的及单一项目详情请登陆网址：http://www.cnscee.
com分别查看。五、咨询电话：劳小姐020-31800750-852；何小
姐020-31800750-824。

南方日报海南记者站 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六个物业出租项目产权交易公告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琼山分局
行政处罚催告书公告

当事人：高安市鑫欣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83MA35GUUT48。你单位未履行本机关2022年3月3日作
出的琼交征罚字【2022】G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机关2022年9
月7日对你单位作出琼交征催字【2022】G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履
行催告书，依法催告你单位履行义务。

当事人：新余恒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0799453501A。你单位未履行本机关2022年3月3日作出
的琼交征罚字【2022】H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机关2022年9
月7日对你单位作出琼交征催字【2022】H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履
行催告书，依法催告你单位履行义务。

现要求你们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联系本机关履行补
缴规费、缴纳罚款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如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联系本机
关提出陈述和申辩。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公
告送达本催告书。你们应当自公告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催告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112号
联系电话：0898-65988812 联系人：胡玉勇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琼山分局 2022年9月16日

我局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于2022年8月29日发布了琼海2-2-
900号-4地块中止公告。鉴于疫情已有缓和，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
准，我局决定恢复该地块挂牌出让活动。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
号）的精神，待疫情消除后恢复宗地土地网上交易活动的，相关交易
环节的时间节点依次顺延。因此琼海2-2-900号-4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19日17:
00，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19日17:00，报名审核
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20日17:00，挂牌出让现场会时间为2022
年9月21日16:00。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6日

恢复公告

港岛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城西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E-2-11地块范围。整个项目分三期开发建设。
现为提升小区品质优化小区内部道路及景观绿化，调整非机动车位
及机动车位置。优化南侧出入口门廊立面；一、二区原批建停车位
数量存在笔误问题，现结合现状实际数量予以更正。更正后项目整
体车位数量为728个，符合规划要求；二期地下室轮廓线调整，调整
后面积由22566.04m2调整为22874.06m2，增加308.02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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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至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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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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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港岛花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关于海口市长天路南延
长线工程项目（3标长天互通段）树木迁移审批前的公示

海口市长天路南延长线新建工程项目位于秀英区长天路，项目
北起椰海大道跨线桥，南至G98绕城高速，双向4车道，红线宽36
米，长约2841米；其中海盛路节点和南海大道节点下穿地道工程，
新建长天路互通立交工程等，建设单位为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代建
单位为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字第460100202110145号）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
号460100202202150302）。根据项目3标长天互通工程建设施工
图红线范围，并经现场勘查核实，需迁移长天互通段绿化树木羊蹄
甲228株。根据《海口市城镇园林绿化条例》的相关规定，现将涉及
树木移植有关内容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2022年9月16日起至2022年9月22日止，共5个
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审批办理相关树木迁
移手续。联系单位：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联系地址：海口
市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北楼4楼4032室。联系电话：68721338。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联系人：郑先生15338955530。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 2022年9月16日

二、公示期限：自2022年9月16日至2022年10月19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本次出让不
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对本公
示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交如下申请文件：

（一）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
（二）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协议出让：（一）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
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二）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三）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四）开发建设企
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五）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递交
（一）联系地址：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

开发利用室或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
（二）联系人：林先生 陈先生；
（三）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76755970。
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协
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规
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
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2年10月20日上午
10:00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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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协
议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2）-69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路镇镇区外

环路南侧地段

面积
19544.20平方米
（折合29.316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12米
竞买保证金

1084.7031万元

我局刊登于2022年7月11日《海南日报》A07版的《临

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

〔2022〕13号）金牌港JP2022-02号地块因疫情原因中止交

易，现因疫情形势好转，恢复公告，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

午10:30为挂牌截止时间。

特此公告。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6日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恢复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
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活动周启动。

李克强说，这些年双创蓬勃发展，
创客们的创业创新精彩纷呈，有的虽
历经波折但矢志不渝，许多人靠智慧
和勤劳创出一片天地，每年1300万城
镇新增就业大部分是新增市场主体、
初创企业增加的就业岗位，令人鼓舞。

李克强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
上下共同奋斗，我国经济砥砺前行。

韧性与动力在人民群众和上亿市场主
体打拼，其中双创功不可没。双创的
要义在“众”，三人成众，何况大众万
众。人人都有创造力，双创就是要聚
众智汇众力，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

李克强说，双创遵循40多年改
革开放总体思路，持续放开搞活、促
进公平竞争，给人民群众经商办企业
更多自由和便利。双创与“放管服”
改革互促共进，培育壮大了市场主
体，目前已达1.6亿多户、比10年前
增加近2倍，形成支撑我国市场经济
的庞大基础。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

业稳是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
标志。创业带动了大量就业，创新成
就众多创业。双创推动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促进了新动能快速成长，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占经济总量的
比重不断上升。双创契合科技创新
网络化等特征，把千千万万“个脑”连
成创造力强的“群脑”，提升了创新能
力。实践证明，双创是创业创新观念
和模式的变革，激励千万人起而行
之，把亿万普通人的智慧汇集起来，
在奋斗中创造财富，促进了社会纵向
流动和公平正义。

李克强说，创业创新需要稳定的

经济环境。应对超预期因素影响，我
们及时果断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政策，政策工具应用尽用，促
进经济回稳向上。退税减税降费规
模明显超过2020年，就是要通过“放
水养鱼”留得青山、赢得未来。要纵
深推进双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刀刃向内改
革，简繁苛激活力，公正监管，提供便
企利民政务服务。有权不能任性，用
权当为公谋。要依法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政策支持一视
同仁，落实好减税降费、房租减免、创
投基金发展等政策。促进平台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双创是开放
的，我们支持各类双创主体开展国际
合作。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
新驱动，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李克强通过视频先后巡视了安徽
华米科技公司、安徽爱意果园孵化空
间、深圳影石科技公司、景德镇陶溪川
邑双创平台、合肥心之声科技公司的
双创项目，勉励他们锐气不减、精进不
怠，创出更多新成果。

李克强出席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仪式强调

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聚众智汇众力发展市场主体壮大经济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