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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热带水果

加工厂（注册号：20160155-8）营

业执照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资产

事务中心 2022年11月1日

●海南黑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常州之星汽车有限公司

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4

联。发票代码：132002222364，发

票号码：00398763，开具日期：

2022.10.27，金额：2857900元，声

明作废。

●东方市青少年希望公益服务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9007MJY6006136，法定代

表人：李聪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黄本兴不慎遗失记者证，证号：

G46000166000572，特此声明。

●王玉菊不慎遗失坐落于新村镇
解放路第一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证号：陵国用（新）字第2313
号，声明作废。
●伍成云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510121200210278830，特此
声明。
●刘春雨不慎遗失黎侗产业园开
具的保证金收款收据，收据编号：
0019982，金额：8万元，声明作废。
●海南万鑫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华裕（海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K7WG51）遗 失
公章和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王晓明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水云山庄9栋308房的房款收
据两张，收据号码：0000347、
0000264，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塘口村民委员会
遗失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江支行基本存款账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4413402，声明作废。

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第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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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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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公告
海口龙华宝欣蛋糕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曾令昌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803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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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12月15日下午两点三
十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83032），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公告
海南中建创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包瑜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2〕
第377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2〕第741号仲裁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公告
海南天奋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龙晓与被申
请人海南天奋实业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案，定于2022年12月26日上
午 9点开庭审理（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884号）。因无法送达你
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地址：海口市西沙路
4号，联系电话：0898-66595571）
领取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1日

公告
海南茱莉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蝶、丁艳、冯宗
江、周惠敏、符华健、符传道、曾少
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
案字〔2022〕第337～343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
海劳人仲裁字〔2022〕第654～66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海资规琼山〔2022〕449号

黄大恒现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

补证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云龙镇海榆南三横街29号，四

至为：东至廖宅、南至巷、西至周宅、

北至路；土地面积为159.2m2。经调

查，该申请人持有的琼山籍国用

〔2000〕字第10-0006号《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已登报挂失，现我局通

告注销该证，上述土地证将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

琼山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补发上述宗地新的

《不动产权证》。特此通告。电话：周日

伟65621655。2022年10月14日

●海口秀英映红运输经营部（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TY9G04R）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静静遗失海口大成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
片区B7205地块（长滨东十三街
与长滨南八路交叉口西南角）金
隅·阳光郡二期 4#楼 2 单元 13
（层）2-12A01室的购房发票，发
票代码：4600163350，发票号码：
03564181，金额：384751元，声明
作废。
●万宁市山根镇横山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1014187400000197，核准号：
J6410044686401，特此声明作废。
●林明宽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
新丰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
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2380号，
声明作废。
●文光勇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珠江北大街西侧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2〕
字第520号，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星农夫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尹楠与你公司劳
动 争 议 一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480号），现依法向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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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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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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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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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就海口市金沙湾片区XY0103016、XY0103017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

2022年10月25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网挂〔2022〕

065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因故终止上述地块挂牌出

让活动。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日

公 告 招标公告
兹有海南省技师学院中国（海南）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及监理招标代理单位。
一、项目概况：拟建一栋总建筑面积11100m2的综合楼，

包括土建等专业工程及配套工程。
二、工程地址：澄迈县老城镇南海大道4号。
三、完成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及监理招标工作。
四、资格条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详

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于2022年11月3日16:00前与联系
人报名领取招标文件。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海航豪庭嗨寓三楼代建部
联系人：梁工 电话：13876740150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11月1日

至15日（凌晨00:00～24:00）对固网语音系统进行优化。

届时如果发现固定电话的呼叫转移、热线服务、闹钟服务、缩

位拨号、免打扰等功能无法正常使用，请在固定电话上重新

登记激活。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1月1日

车辆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10HN026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琼AGY121森林人和琼AJN328纳

智捷两辆小型普通客车。挂牌价分别为64300元和17500元。

公告期为：2022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14日。

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生、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联系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1月1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31日电 中央宣传
部、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教育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中共
北京市委31日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首场报告会。中央宣
讲团成员、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李书磊作报告。

李书磊在报告
中阐述了党的二十
大的重大意义，讲解
了过去五年工作和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阐释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方法论和新时代
新征程党的使命任
务，解读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目标任务和以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的重要要求。
他指出，要紧密结合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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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投身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

报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帮助听众深
化了对大会精神的理解。大家表示，要按照党
中央要求，在全面学习把握落实上下功夫，以实
际行动把大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报告会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书记吴汉圣主持。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
央企业和高校负责人、理论工作者和各界群众代
表，约800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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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国家铁路
投产新线2381公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樊曦）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31日披露的2022年三季
度财务决算显示，前三季度，铁路发展稳中有进，全
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750亿元，进度较去年
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投产新线2381公里。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29.21亿吨，同比增长6.3%。受多点散发疫情的
超预期影响，国家铁路发送旅客13.3亿人次，同
比下降33.3%，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7823
亿元，净利润亏损947亿元，其中三季度当季净利
润亏损环比收窄200亿元。

国铁集团财务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
铁集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
和铁路重点工作，持续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为
稳住经济大盘、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
力支撑。

时下，广西百色一片丰收景象，一
批批农产品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发往
四面八方。

2020年底实现脱贫；过去十年农
村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1.3%……谈到百色的山乡巨变，入
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百色市乡村
振兴局副局长杨杰兴感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这是彪炳中华民族发
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这十年，习近
平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撸起袖子加油

干、风雨无阻向前行，非凡成就带给我
们巨大信心和力量。”

东海之滨，港阔水深、船来货往，
一片忙碌的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见证
中国经济持续涌动的活力。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宁波
梅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阮立
新表示，宁波舟山港深入长江经济带，
串起欧亚大陆桥，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3
年位居全球第一，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生动缩影。港口的成功实践，充
分显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展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活力。

认真学习二十大报告，甘肃武威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干部高静涛对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共鸣强烈：“近年来，我们开
展沙漠无土栽培等工作，沙漠种植经济
林果和生态防护林变为现实。实践充
分证明，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我们正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十年来，深居内陆腹地的重庆已拥

有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
流大通道，汽车、电子等产业拔节生长。

重庆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主
任巴川江说，正如报告指出，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
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
们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
而奋斗，我们要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持续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
贸、经贸带产业文章。”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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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
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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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州委书记陈昌旭说，要始终在
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
铁”，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生动实
践，紧扣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为抓
手，奋力开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
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各地干部群众掀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各地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畅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认真领悟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中心任务和战略部署，结合实践谋划落实措施。

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各项部署上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
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报告绘就的现代化蓝图催人奋进。

土地勘察平整、工程水电保障、项
目设备准备……海南洋浦港正在加快
开展封关项目建设，奋力提升港口现
代化水平。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儋州市市长、洋
浦管委会主任邹广说，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将深化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置于落实中国式现代化重
大部署中思考和行动，在区域协调发
展格局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报告中
提及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中，“科技”是关键词。

江西省定南县委书记龙小东体会
深切：“未来我们要通过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持续壮大光伏、
生物医药等产业，构建一批新的增长
引擎，推动定南县高质量发展。”

同样感受深刻的还有“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转向架制造中心焊接产线
组工人王善更。“报告提出坚持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给
技能人才成长指明了方向。”他表示，要
把握时代机遇，进行更多岗位技能创
新，把“中国制造”金名片擦得更亮。

宁夏，曾经的生态环境脆弱之地
变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风景区。宁夏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佳说，党
的二十大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
出重大部署。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基
层干部，要把二十大精神带到工作一
线，坚定不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

绿色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3万多字的报告，“人民”贯穿
始终。反复研读报告，天津市西青区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投资项目审
批科科长高博表示，要用具体行动让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生根，充分倾
听群众的声音，通过为民办实事托起
百姓的幸福生活。

学习报告后，党的二十大代表、场
地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说：“作为一
名体育人，我要积极传播运动健康理
念，为建设健康中国、提高全民身体素
质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蓝图鼓舞人心，谋新篇踔厉
前行。

深秋，乐化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像
一条长龙蜿蜒而来，一头扎进群山
中。在这里，青海首座高速公路螺旋
曲线桥右幅最近实现顺利合龙，我国
西部地区公路建设取得进一步进展。

“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
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青海省交
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乐化高速项目办
主任沈建青说，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努力攻克工程技术
难关，扎实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用
一砖一瓦绘就更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感悟思想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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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
中的精辟论断，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
深刻共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党委书记黄晓玫说，踏上新征

程，我们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
魂，多种形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校
园进课堂，更好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盖起蔬菜大棚、建起苗木基地、引
进食品加工企业……近年来，山西省
岢岚县宋家沟村“一年一个变”。

“村里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人民
至上’的生动体现。”亲历山乡蝶变的
村党支部书记游存明感慨地说，“基层

党组织要在乡村振兴一线带领乡亲们
团结一心加油干，不断把乡亲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返回工作岗位后，党的二十大代
表、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公司
变电检修中心电气试验班副班长冯新
岩马不停蹄地宣讲大会精神。他表
示，要更加全面系统深入领悟党的创
新理论，在本职工作中自觉运用指导
实践，立足岗位推进能源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利用。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

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
叶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
舒克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建波
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深入开展
文化润疆，增进文化认同。“新疆是文
化艺术创作的富矿，我们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利用新疆
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各族群众文化生
活，让精彩的新疆故事走出新疆、走遍
全国、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

拥有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拥有真

理的力量；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才拥
有光明前途。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庄严历史责任。”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
治区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曹杰锋
表示，要深刻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
理学理哲理，在税务系统防控风险、优
化服务等方面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守
正创新，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
方面全过程。

蓝图催人奋进

畅谈伟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