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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海南农垦立才农场有限公
司拟有意将自建商业楼完工验收后整体出售，特公告如下：

一、项目商业楼基本情况，南岛控规NG3-12-1 地块
项目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场部827县道旁，项目占
地面积 4.95 亩，规划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整体规划指标
为：容积率≤1.0，建筑高度≤15 米，绿地率≥35％，建筑密
度≤35％，项目建设商业楼为地面四层，地下一层，总建筑
面积：4512.99平方米，其中地下负一层建筑面积：1214.77
平方米，地上一到四层建筑面积：3298.22平方米。项目目
前处于准备开始施工阶段，计划工期为1年。

二、购买人条件要求：1、购买人具有法人资质，2、企
业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3、无破产、重组等事项。

三、购买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现场报名时间: 自发布公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地点: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场部机关，联系
人:苏德 电话:1501913123 邮箱:931176667@qq.com

海南农垦立才农场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19日

项目商业楼拟整体出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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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二条和第
十三条的规定，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00 在三亚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六楼会议室对三亚市 2021 年
海域定级及海域基准价格评估研究成果举行
听证会。

欢迎符合要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参加听证会。申请参加听证会的，请在 2021
年 5月 10 日前向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出书面申请。（详情见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网站：http://zgj.sanya.gov.cn/）。

特此公告。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4月20日

听证会公告

三亚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进入查纠
整改环节，为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深入开展，坚持开门整顿，聚焦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顽瘴痼疾”及政法系统其他突出
问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现向社会公
开顽瘴痼疾整治内容，恳请予以监督。

一、顽瘴痼疾整治内容

1.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
2.违规经商办企业和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
3.违规参股借贷；
4.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
5.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6.法官、检察官离任后违规从事律师职

业、充当司法掮客。

二、政法单位需要整治的其
他突出问题

政法委系统：执法司法监督不力问
题；“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

示范作用不明显，创新亮点不多，治理成

果不显著的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法院系统：学习贯彻新思想不真不实

不全问题;审判执行工作存在的突出问

题；作风不实,态度不端；纪律意识不强,

自我约束不严,监督管理不力的问题；对

待群众简单粗暴、生硬冷漠、办事拖拉的

问题；对群众涉诉信访诉求回应不及时的

问题。

检察系统：对公安机关移送案件长期

搁置、久拖不决的问题；审查逮捕、审查起

诉阶段发现漏罪、漏犯，不依法追捕起诉的

问题；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不依法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的问题；

法律监督中的司法不规范行为问题；检察
人员违反任职回避及禁止规定问题；检察
办案经费使用不规范问题。

公安系统：违规违法取保候审，行政
拘留未执行，监所监管执法不规范和监
所民警失职渎职问题；久执未果、执行失
范问题；违规违法插手、干预经济纠纷问
题；违规违法滥用技侦问题；违规跨区域
执法、逐利执法、徇私枉法等执法腐败问
题；“枪车酒赌毒密网”问题；聚焦自贸港
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认真排查整治窗口
服务单位“放管服”难点热点问题；违纪
违法办理人才引进落户和居住证问题；
违规处理记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问
题；为在押人员通风报信、非法牟利及违
禁品流入监室问题。

司法行政系统：违法违规办理社区矫
正对象执行变更问题；律师与司法人员不
正当接触交往，违法违规执业，影响司法公
正和司法廉洁问题；公证人员违规违法执
业,不履职尽责,损害群众利益问题。

三、投诉举报原则

举报人应当实事求是、如实反映问题，
对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受理群众反映问题和线
索举报方式

受理时间：截至 6 月 15 日，每日 8:
00-12:00、15:00-18:00

值班电话：0898-88590901
来信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春路5号市

教育整顿办顽瘴痼疾专班（电子邮箱：
syzfdwjyzd@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监督，感谢社会各界对
三亚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大力支
持！

三亚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4月19日

三亚市关于面向社会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顽瘴痼疾整治内容的公告

远望5号船赴太平洋
执行海上测控任务

新华社南京4月20日电（李国利 亓创）我国第
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 5号船 20日驶离中国卫
星海上测控部码头，赴太平洋执行海上测控任务。

这是远望5号船返回母港22天后再度远航大洋。
3月 29 日，远望 5号船圆满完成海上测控任务

顺利返航。在短暂的休整时间内，他们完成了物资
器材补给、仪器仪表检修、动力设备维护等一系列
任务准备工作。

随着航天发射的日益密集，远望号船出海成为
常态。远望 5 号船人力资源部主任唐伟说：“这次
出航，航行时间长、任务密度大、防控要求高，我们
一定克服困难，用任务的圆满成功献礼建党百年。”

远望5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三代航
天远洋测量船，目前已圆满完成了以神舟、嫦娥、北
斗为代表的73次海上测控任务。

黎平全景。 图片由黎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4 月 8 日清晨，雾锁黎平。
在蒙蒙烟雨中，黔东南州融媒
体中心“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
心”采访组走进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黎平翘街，漫步于百
年古街上，瞻仰了黎平会议旧
址和黎平会议纪念馆，86 年前
那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历史
时刻仿佛又闪现在眼前。

1934 年 12 月 18 日，中央红
军在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
平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政治
局采纳了毛泽东向黔北进军的
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根
本上实现了转折，为中央红军
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

作为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
城”，黎平因此又被称为“曙光
之城”。

翘街，因街道中段下凹，两
端缓缓翘起，形似翘起的扁担
而得名。当地群众曾经形象地
比喻黎平会议与翘街 之间 的

“长征情”——“一根挑起过红
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
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

如今，黎平翘街旧貌依存，
一座座四合院，一排排封火墙，
一个接一个错落有致，向每一
位到这里的游客铺开了一幅厚
重的历史画卷。

黎平会议会址是贵州红色
旅游的经典路线。黎平会议会
址于 2005 年 11 月被中宣部命
名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2006 年 6 月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是全国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以及全国 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之一。

“黎平会议是长征伟大转折
的序曲，它最重要的成果就是
首次调整了长征落脚点，避免
了与敌军第五道封锁线相撞，
这在关键时刻起了极大作用。”
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
说。

据介绍，黎平会议纪念馆馆
内藏有珍贵的历史照片 300 余
幅、实物 100 余件。从 2009 年
开馆至今，累计参观人次已达
500 多万人次。近三个月，每天
接待1000余人次。

素有侗族大歌之乡、鼓楼之
乡美称的黎平县，是连通湘、
黔、桂三地的交通要冲，是全国
侗族人口最多的县，是红色革
命区，也是绿色生态景点。近
年来，该县将红色党史文化、绿
色生态文化、彩色民族文化等
旅游资源有机结合，既保护和
传承红色基因，又带动产业发
展，实现经济大飞跃。

当日下午，记者从翘街出
发，前往“红军桥”旧址采访。
沿着美丽的乡村旅游公路，来
到河边隘口望去，河对岸的田
坝绿意盎然，群众正在忙着农
事。这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一
个重要村庄——黎平县高屯街
道高屯社区少寨，通往村庄架
着一座木桥，这就是美名永传
的少寨红军桥。

今年 70 岁的吴锡焰背着镰

刀篓经过红军桥，他刚去田坝
割草回来。像所有少寨村硬朗
而健谈的老人一样，吴锡焰讲
起了红军进入少寨的历程。

“听我大伯他们说，当年的
桥又窄又朽，为了让红军能够
过河，寨上人有的献圆木、枋
板，甚至有人拆了门板来做桥
板，与红军指战员一道架好桥，
红军走的时候又帮我们把桥加
固、修 高 ……”吴 锡 焰 告 诉 记
者，每当八舟河涨水毁桥，少寨
人都会主动按当时模样对河上
木桥进行整修。

如今的少寨，田园叠翠，竹
林摇曳，人民富足。在红军桥
下游约 200米处，一座结实平稳
的水泥桥于 2019 年修建完成，
当 地 百 姓 称 呼 它 为“ 新 红 军
桥”。作为“少寨红军桥”的姊
妹桥，“新红军桥”继承了这里

厚植的红色基因，成为了当地
群众的“产业桥”。

桥旁，一家“红军桥民居接
待点”农家乐映入眼里。记者
走进去，店主黄明全和家人正
忙着为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游客
们准备晚餐。

“门前有红军桥，旁边有桂
花台茶旅体验基地，我们家在
中间正好受益，感谢红军给我
们留下红色旅游财富！”黄明全
告诉记者，近年来依托红色文
化资源，县里发展乡村旅游，他
们家的农家乐生意一直很好。

站在桥上，这头是革命老区
人民绽放出新时代光芒的红色
基因，那头是“脱贫致富、迈向
小康”振兴发展的绿色动能。
八舟河静静地流淌，见证了光
荣 的 历 史 ，憧 憬 着 光 明 的 未
来。

“曙光”黎平绽放时代光彩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潘皇林 余天英

■短评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

经苦难而淬火成钢，长征路上的黎平会
议，是永远激励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的生
动教材。

重温这段光荣历史，我们在新时代
深刻地理解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
能走向胜利之路。

如今，86 年过去了，黎平县已脱贫摘
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黎平会议留下
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黔东南
人民砥砺前行，共同追求着伟大梦想。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把黎平
会议精神作为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用
黎平会议提出的“三敢精神”鼓舞和引领
后发赶超新征程。（潘皇林、余天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年大型全媒体报道周年大型全媒体报道

指导：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主办：中国地市报研究会 中国地市报人编辑部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上海海关破获案值超4000万元

走私进口钻石案
据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记者 吴宇）上海海

关20日公布，破获一起钻石走私案，案值超4000万
元人民币。

4月 15日，上海海关缉私部门出动警力 110 余
名，分成20个行动组，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同时
开展集中抓捕行动。行动当天，现场抓获涉案人员
20名，查扣裸钻84颗、钻石制品252件以及碎钻等
187包。

经初步查证，从 2020 年 7 月至今，以上海某珠
宝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某为首的走私团伙，通过境外
钻石交易网站与卖家取得联系并订购钻石，并将钻
石集中发往香港，再由林某联系的专业水客通关团
伙，通过香港货车司机，以货物中夹带等方式走私
进境，最后通过国内快递发往客户手中。

粤港澳大湾区最高速地铁首通段
全线长轨贯通

4 月 20 日，中铁十一局轨道焊机在焊接广州地
铁 18 号线首通段最后一个钢轨接头。当日，全长
58.3 公里的广州地铁 18 号线首通段（万顷沙至冼
村）全线长轨贯通。广州地铁 18 号线连接广州市
中心城区与南沙自贸区，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条 160
公里时速的地铁线路。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

习近平总书记 19 日在清华大
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
青年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
响。大家表示，要努力成为堪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
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
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立志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来
到篮球场的情景，清华大学经管学
院女篮队队长宋珂昕十分激动：

“总书记非常关注体育的发展。作
为运动员、一名新时代大学生，我
要更加努力训练，为国为校争光。”
北京体育大学 2016 级研究生冠军
班学生、竞技体育学院冰雪教师林
孟表示，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
近，要立足岗位，提升冰雪技能，培
养学生的顽强拼搏精神和创新精
神，为北京冬奥会贡献力量。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汇报了

正在进行的工作。他说，艺术设计
在国家新的发展阶段扮演着重要
角色，下一步在教学、科研和社会
服务中，要培养有更宽视野、更大
责任担当、更多奉献精神和家国情
怀的美术人才。中国人民大学艺
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认为，审美力
的塑造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将结合
自身教学工作，鼓励青年多参加体
现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审美活动，
帮助青年深度领悟文化内涵，构建
文化自信。

劳动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环节。湖北
省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黄栗九年
一贯制学校劳动课教师邵传玉说，
在学校劳动课上，老师会教学生日
常生活技能、传统民俗手工艺品创
作等。下一步，学校将结合实际完
善劳动课的教学，让孩子们热爱劳
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

这段时间，即将毕业于贵州大
学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研究生
李定银正在忙着撰写、完善毕业论
文。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李定
银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博士村
长”计划，长期扎根贫困山区产业
基地，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和科研
数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青年

提出了‘爱国爱民’‘锤炼品德’等
期望，作为一名农科学生，更广大
的舞台在基层，只有深入群众，才
能锻炼本领、增长才干，人生才能
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
李定银说。

肩负历史使命 担当
复兴大任

“非常感谢学校给了我这样极
其宝贵的机会，让我能当面向总书
记汇报。”19日参加师生代表座谈
会的清华大学工物系应届博士毕
业生孙启明表示，面对面感受到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子的肯定和
鼓励，心情非常激动。

“总书记对青年学子寄予厚望，
嘱咐我们要爱国爱民、锤炼品德、勇
于创新、实学实干，每一点都讲得深
入浅出。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努
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孙启明说，今年7月毕业后，
将启程赴内蒙古从事研究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
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以聪明才
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
会”。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2020级博士生胡哲说：“作为一

名理工科博士生，我深知国家正在
奋力追赶与发达国家在基础科学
上的差距。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
希望，我们要勇于攻克‘卡脖子’难
题，让自主创新的脚步迈得更快。”

踏访红岩遗迹、宣讲红岩故
事、诵读烈士遗书……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契机，西南政法大学组织全
校师生参加系列学习实践活动，近
距离感悟烈士们振兴中华的崇高
理想、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对于
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堂生动的理
想信念教育课。”西南政法大学党
委书记樊伟表示，高校要在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加强品德
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
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引导
青年学子立鸿鹄志，服务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实学实干 成就一番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对广
大青年提出了“在真刀真枪的实干
中成就一番事业”的殷切期望。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北京大
学青年教师彭莹莹表示，作为从事
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青年人，

要直面重大理论问题、勇于创新；
具备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坚持理
论自信，努力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立德树人，
奉献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
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广
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2018 级动漫
制作技术专业学生陈潍玮表示，作
为一名高职院校的学生，要学习现
代新兴产业需要的技术和技能，同
时培养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习
惯，为技术强国贡献力量。

如何组织好、服务好青年，让
青年人没有后顾之忧，在更广阔的
天地奋斗？共青团河南省委青年
发展部部长周详表示，共青团河南
省委正开展 2021 年河南省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包括开展
就业观引导、提供高质量就业信息
服务、举办线上线下双选会、开展

“直播带岗”等内容。“整个就业服
务季河南各级团组织将在全省范
围内举办不少于 500 场线上线下
招聘活动，提供超过 10 万个适合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岗位信息，助
力不少于 20万名大中专毕业生实
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周
详说。（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青年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