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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
伟力”，要求“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
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号
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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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团结奋
斗”。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
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让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
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
量，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
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
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
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特
别是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
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十年

来，我们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
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
和国家事业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
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新时代十年的
伟大变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十年来，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
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全党思想上更加
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
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始终
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
心骨，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
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
自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激
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党心军
心民心昂扬振奋，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
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
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党和人民的
奋进历程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团
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
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是

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
斗是最有力的奋斗。党的二十大就新
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
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确定了到2035年
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5年的主要
目标任务，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在新征程上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
大考验，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我们要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
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
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只有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
硬的钢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我
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
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
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
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
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

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
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
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
力量。一路走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
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
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
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党最坚实的依
托、最强大的底气。全党要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群众观点，贯
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
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
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正能量。要最大
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
聚起来，最大限度把全社会全民族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共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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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奋斗。只要我

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
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员全体中华
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就一定能够形
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
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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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奋进新征程、书写中华
文明新的辉煌篇章的伟大时代！中国
人民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的每一分
子，都应该为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感
到骄傲、感到自豪！新的伟大征程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保持战略定力，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
雨无阻向前行，我们一定能谱写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在
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
的伟大历史时间！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遗失声明
三亚腾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包用强）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01003非税缴款书
（ 手 工 票 ）19 张 ，号 码 ：
0395564070、 0395564089、
0395564097、 039556410X、
0395564118、 0395564126、
0395564134、 0395564142、
0395564150、 0395564169、
0395564177、 0395564185、
0395564193、 0395564206、
0395564214、 0395564222、
0395564230、 0395564249、
0395564257。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2年11月4日

●儋州那大福蕾种子店（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400MA5T5THJ2R）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正雄，周经梓遗失文明东路岭
下村海口轮胎厂宿舍10-806房
的 房 屋 租 赁 证 ，证 号 ：2020-
42679，声明作废。
●王海华遗失2014年8月28日海
口绿地鸿翔置业有限公司海南绿
地城项目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0000312，收据金额：5000元，声
明作废。
●潘月圆遗失儋州·西锦城（四期）
4号楼1单元305号房的《儋州·西
锦城认购协议书》一份，编号：
0000367，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长安老家三饭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230010723，特此
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品味排档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90280012447，特此声明作
废。
●张鹏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101-1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1006 房的认购书，编号：
G6942657，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陕西新未来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本人与贵司于2019年6
月1日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
贵司承租本人三亚回新路2亩空
地建设充电桩，现贵司已欠付18
个月租金（欠付金额：232500元），
本人多次上门及发律师函催收，均
无法找到贵司相关负责人，因此，
特通过公告方式通知贵司，正式解
除本人与贵司签订的《场地租赁合
同》，并保留起诉贵司支付欠付租
金的权利。特此公告。

王宇娜 2022年11月4日

公告
陕西新未来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
贵司承租我司三亚南新农场十五
队空地建设充电桩，现贵司已欠付
五个月租金，我司多次上门催收，
均无法找到贵司相关负责人，因
此，特通过公告方式通知贵司，正
式解除与贵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
系，并将贵司拖欠我司的租金（债

权）转让给三亚蓝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请贵司将拖欠我司的
41667元租金（2022年6月1日～
2022年11月1日）直接支付给三
亚蓝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三亚鸿运达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金海污泥资源化循环再利用环保
包装材料项目环评

公示
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附近居
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网站：
http://hnsthb.hainan.gov.cn:
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
ex.jsp，建设单位：海南恩川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羊壮志。
电 话 ：13876690035。 邮 箱 ：
1805131426@qq.com。起止时间：
2022年10月31日～11月11日。

注销公告
海口红蓝足球俱乐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60100MJY4507079）

经理事会决定，向登记管理机关民

政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债权人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李艳萍，联系电话：0898-

32880666、13807685859。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三亚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069673289G）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

减至人民币300万元，请债权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我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经海南美盛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亿

肆仟陆佰万圆整减少至壹亿肆仟

陆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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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王 春 玲 ，联 系 电 话 ：

15203642018。

减资公告
经海口鹏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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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佰万圆整减少至肆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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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梁倩，联系电话：

13518880636。

●白沙诚德养殖专业合作社，开户
行：海南白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碧江支行，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32090201，
现特此声明。
●临高县征地工作服务中心（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38082509002U）不慎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本一本（法定代表人：莫光
雄），声明作废。
●临高诚源废品回收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BEKC6H）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许林再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
469028100211200028J，声明作
废。
●东方市八所镇上红兴村三组村
民张有正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 ，原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
469007100223030091J，声明作
废。
●海南省三亚市星空拾光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陈
浩博）法人私章，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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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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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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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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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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长久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事

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项目核算专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基本要求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无

违法违纪行为；
（二）年龄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优异者

可放宽条件）；
（三）有财务工作经验，参与过项目核算，有财务证书者优先；
（四）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有公文写作经验者优先；
（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团队协作、吃苦耐劳、工作

中能抗压与服务精神；
（六）熟悉操作电脑办公系统。
二、岗位职责
（一）负责项目成本核算、调研、管控、分析、结算、政策研究、材料

撰写、申报、跟踪、验收、资料整合等；
（二）负责领导交办的各种文字拟稿工作；
（三）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com。报
名时务必填写应聘岗位，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获奖证书
等相关证书及材料；

（二）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11月4日。
四、相关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录用。
五、待遇
五险两金；工资+奖金+N。
六、报名联系方式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甘女士0898-66810583、张女士0898-66810275

下列车辆因欠缴海南省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且车主（单位）
下落不明，现根据公告送达的相关规定，将相关车牌号予以公告。
请以下柴油机动车辆车主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海南省交通
规费征稽局东方分局或就近各市县征稽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
车牌号如下：
琼 D6N329、琼 D67730、琼 DD9935、琼 D63259、琼 D64188、
琼 DC9221、琼 DC2877、琼 D6A993、琼 DJ8311、琼 D66029、
琼 DN6970、琼 D63253、琼 D67725、琼 DD0208、琼 D66039、
琼 DF6373、琼 D64010、琼 D6W198、琼 D69729、琼 DD8807、
琼 DK5150、琼 DK6029、琼 DL9799、琼 D63705、琼 D64896、
琼 D6BN55、琼 DC8919、琼 D63701、琼 D6A358、琼 D6AZ38、
琼 D62866、琼 D6AL56、琼 A6N776、琼 D6A998、琼 D67275、
琼 D63928、琼 D62540、琼 DM1956、琼 D63801、琼 D66328、
琼 D66273、琼 D62949、琼 D64622、琼 DN8111、琼 D69631、
琼 D67398、琼 D64811、琼 DK5303、琼 D64622、琼 D6Z949、
琼 D69251、琼 DL2622、琼 DP8512、琼 D63598、琼 DD3670、
琼 D6Y026、琼 DA7891、琼 DC7098、琼 D66438、琼 D6A518、
琼 DE5588、琼 D63082、琼 D6A368、琼 D62522、琼 D68102、
琼 D636803、琼 D65751、琼 D66882、琼 D67500、琼 D62979、
琼 D63980、琼 D63405、琼 D63089、琼 D63069、琼 D63095、
琼 D63085、琼 D62910、琼 D6AR97、琼 DH8966、琼 D63462、
琼 D69189、琼 D63056、琼 DL8631、琼 DN8209、琼 D6A558、
琼 D64905、琼 D68161、琼 DF7178、琼 DB6976、琼 DB1398、
琼 DG5855、琼 DF3785、琼 D69589、琼 D6AZ98、琼 D63650、
琼 D67251、琼 DF0102、琼 D67666、琼 D64449、琼 D66081、
琼 D67440、琼 D6Y078、琼 D6Y336、琼 D6N462、琼 D63950、
琼 D65811、琼 D65885、琼 D66082、琼 D62878、琼 D64221、
琼 D63855、琼 DQ3888、琼 D63432、琼 D66005、琼 D65708、
琼D69189、琼D68550、琼D66098、琼D63069，以上车辆的车主如不
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0898-
25595818。本公告公告期为30日，公告期满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东方分局
2022年11月4日

公 告海口市服务公司
100%产权转让公告

QY202209HN0220-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市服务公司100%产权。海口市服务公

司成立于1982年1月10日，注册资本80万元，经营范围：

旅游业（旅行社除外）、家用电器（三包）、五金交电、农产品

销售等。经评估截至2022年 4月 30日，公司总资产为

137，796，300 元，总负债 17，540，900 元，净资产 120，

255，400元。公司主要资产有：1.海口市海府路8号东湖

大酒店（海口东湖嘉丰大酒店）13319.49m2土地及房产、附

属建筑物；2.海口市海府一横路振兴路口群上村88号昌茂

旅业大楼首层铺面房产等。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转

让海口市服务公司100%产权挂牌价格为96，204，320元。

公告期：2022年11月4日至2022年12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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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898-66558007 麦先生、

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1月4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1122期）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年11月21日上午10时至11月
22日上午10时（延时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
org.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
区林海二路26号金雁花园1#楼栋3层独栋别墅，证号：琼〔2020〕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113582 号，建筑面积：296.17m2，参考价：
5200000元，竞买保证金：52万元。特别说明：上述拍卖标的按现
状拍卖及交付，拍卖标的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买
卖双方各自承担。展示时间：2022年11月14日至18日。展示地
点：标的物所在地。保证金缴款账户名称：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账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金贸支
行（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18日下
午5时前向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 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低层区 6 层。联系方式：
18976476929韩先生 18976639393 黄女士。

公开征集编制光伏可研、工
程设计及组件供应商的公告

我司因业务需要向社会公开征集在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上
有经验的相关机构。条件如下：

1.具备经营相关业务所需的资质；2.正常连续开业3年以
上，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诚信记录；3.有固定办公场所；4.有丰
富的执业经验（或销售业绩）。

有意者请于2022年11月11日前提交报名资料（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历年业绩材料）。报名地址：海口市南沙路55号交通
大厦7楼。联系人：官盛，联系电话：18889927383。

海口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4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美容水厂（三期）扩建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
建设单位为琼海市自来水公司，用地面积22091.8m2（约

33.13亩），用地位于大路镇美容村委会。公司现向我局申报设计
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4513.24m2，计容建筑面
积4196.7m2，容积率0.19，建筑密度14.5%，绿地率30%。为了征
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1月4日至11月14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
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
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3日

就海南中贤美祥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

第0096937号证国有划拨安置留用地使用权挂牌转让事宜，我局于

2022年9月29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网挂〔2022〕055号挂牌转让公

告。因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中贤一村经济社工作计划变化，我局

于2022年10月31日在《海南日报》刊登中止该地块的挂牌转让公

告。现恢复对该地块的挂牌转让公告，原挂牌转让条件不变，挂牌

转让时间做如下调整：

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22年11月8日16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22年11月10日16时整（北京时间）。

特此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4日

公 告海南自由贸易港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办公楼、船厂、鱼苗孵化基地变卖公告

本宗土地位于海南省临高县调楼镇渔港范围内，地理位置优
越（一线临海，地块两侧分别为调楼港、五莲港），土地面积
45898.86m2；规划用途为港口综合配套用地，地上已有建成的综
合办公楼、船厂、鱼苗孵化基地等配套设施；周边工业企业较多，
现代海洋产业链集聚度较高，可打造集船舶修造、海洋渔业养殖、
海鲜冷链物流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产业园区，同时可
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注：上述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办公楼于2022年10月17日上午10时至2022年12月16日
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https://sf.taobao.com/0898/07）进行公开变
卖，具体变卖事宜以人民法院的公告为准。更多详情可登录淘宝
司法拍卖频道查询或电话联系：13368937809（张先生）。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 日电
（记者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
日说，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真
诚朋友和可靠伙伴，始终与发展中
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近日，英国民调机构YouGov的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非洲国家民众近
年对华好感度显著提升，尼日利亚、
肯尼亚、南非、埃及受访者认为中国
对国际事务产生积极影响的比例分
别为83%、82%、61%、57%，较去年
分别增长 15、24、13、10 个百分
点。你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这一民调结果从
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中非合作为
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
祉，得到了非洲人民真诚欢迎和
充分认可。中非合作是中国与广
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缩影。长期
以来，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
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真诚朋友和
可靠伙伴，我们始终与发展中国
家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赵立坚说，党的二十大报告
写入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破解发展难题，为深化中
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发挥极
其重要的引领作用。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我们将继续坚定与发
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把自身发展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
系，携手实现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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