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9月15日无人机拍摄的呼

延鼎盛花海景区。

时下，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

呼延村的呼延鼎盛花海景区内，各

类花卉竞相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参观。近年来，呼延村积极发展花

卉产业，逐步打造集花卉观光、休闲

娱乐、户外拓展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景区，帮助村民在家门口

增收。 （新华网）

发展美丽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网 事

联系电话:80677405 投稿信箱E-mail:xh.xwzx@163.com

第7 版
2019年9月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冯 秦

责任校对:陈 华 薛翠萍

组 版:洪 薇

9月15日，西班牙队球员庆祝胜

利。

当日，在北京举行的2019年国

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

队以95比75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

军。 （新华网）

中秋佳节，皓月当空，月明星稀，月
圆心圆，国圆家圆，人们的心境无比开
阔清朗。

中秋仰望天空，更感觉月光皎洁。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这是新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大幅跃升的 70 年。经济总量突破 90 万
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
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
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推动世界经
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
善的 70 年。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
康，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7 亿多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从
97.5％下降至1.7％，创造了人类减贫史
上的奇迹。

这是新中国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
升的70年。我国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
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跨越，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取得重大成就。

这是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
70年。无论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还
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无论是促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还是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大

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气度，为维护世
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中国已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新中国沧桑巨变，从积贫积弱迈向
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
史上的伟大奇迹。

为什么中国花好月圆，月色格外妩
媚动人？

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
奋进，迈过了一道道坎。始终引领承
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
进，将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引向更
大胜利。

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
引，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的理论创
新，从一开始就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也
从一开始就拥有着世界视野。

因为我们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
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实现自
己的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
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这条人间正道。

因为我们有能够凝聚十四亿中国
人的中华民族文化，文脉同国脉相连，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永

续发展提供了坚韧的精神纽带。
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为生活这个

国度里骄傲自豪。中国人民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经过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
族空前团结统一，国家空前和平安定，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空前提升高
涨。

值得关注的是，外国人也开始羡
慕起“中国的月亮”。“向东看，向中
国看”，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共识
和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国际影响力
的提升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标
准和逻辑。塞内加尔中国问题专家阿
达玛·盖伊认为，“过去，非洲人前往
欧美寻找发展机遇；现在，越来越多
的非洲人前往中国从事贸易，学习发
展经验。”中国快速发展的不仅是经
济，还有科技创新、大规模的脱贫攻
坚等等。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
节不仅传承了民俗文化，还涵养着深沉
的家国情怀，更见证了新中国七十年来
的沧桑巨变，让我们接续奋斗的精彩，
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把祖国建设得
更加富强。在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中
秋时节更加欢呼雀跃，更感觉月光皎洁
月亮圆。 （中青网）

在皎洁月光中感悟家国情怀

篮球世界杯
西班牙队夺冠

浙江整治房地产、汽车买卖
和物业管理三行业“霸王条款”

样板房不作为装修验收标准，买
车要到指定保险机构投保，物业管理
不承担车辆保管义务……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了浙江省2018至
2019年度房地产、汽车买卖、物业管
理三大行业的 20 条典型不公平合同
格式条款。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近10
个月审查房地产、汽车买卖、物业管
理三大行业的合同 6609 份，发现问
题合同 1555 份、问题格式条款 6135
条，此次公布的“霸王条款”是其中
最有代表性、广泛性的一批问题条
款。

例如公布的问题条款中，有一条
为“样板房的建筑形式、建筑材料、
结构、外立面、庭院、景观、室内外

装修等仅供风格及装修效果的参考，
不作为交付标准，具体以实际交付实
样为准”的条款规定。

“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2017
年修订）》第二十条规定，全装修商
品房的展示样板房、模型、展示板以
及广告对于合同订立有重大影响的，
应当作为房屋装修质量的交付标
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合同监
管处副处长江文泉表示，此条款属于
涉嫌出卖人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的不
公平格式条款。

这些“霸王条款”还包括：变更
约定的主要材料和设备品牌、产地
等，不视为出卖人违约；不能办理按
揭贷款的，则应自筹资金付清需以按

揭方式支付的房款；买方按生产厂家
出厂标准验收车辆，如有异议当场提
出，车辆离开销售方后概不负责；物
业综合服务费不包括景观水系等共用
能耗费用等。

针对合同中发现的问题，浙江市
场监督部门对问题经营主体开展行政
约谈、下达行政建议书、下达责令整
改通知书，行政指导完善合同文本
1417份，行政指导修改合同格式条款
70543 条 （次）；立案查处合同违法
案件83件，收缴罚没款66万元。

（新华网）

渔民庆典迎开渔

9月15日，停泊在莼湖街道桐照

码头的渔船整装待发，即将在正式

开渔后出海。

当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在

桐照村举办2019奉化开渔节活动，

渔民们表演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

为即将开渔出海祈福。9月16日中

午，我国东海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

伏季休渔，全面开渔。 （新华网）

西藏修复珍贵
濒危古籍文献

在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清洁珍贵藏文濒危古籍文

献。

2010年以来，西藏已普查登记

古籍文献18000余函，有291函古籍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成功修复

白嘎寺、墨竹工卡县芒热寺的3000

余页古籍。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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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章书朋和杨菲之子

章昭阳出生医学证明，证明编
号：T320567770，声明作废。

（上接第1版）
开展好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要提高政治站位，认
识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
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
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
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我们要结合工作实际，从“四个迫切
需要”中深刻汲取思想再洗礼、党建
再提升、宗旨再强化、激情再燃烧的
理论营养，为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奠
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开展好全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
围绕目标任务，落实重点措施。在
开展主题教育的四项重点措施中，
学习教育是根本，调查研究是途径，
检视问题是关键，整改落实是目的，
四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
进。我们要按照中央、省委、泰州市
委部署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做到深
入学习教育，务实调查研究、精准检
视问题、从严整改落实。全市各级
党组织要把抓好主题教育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扛起主体责任，强化
组织领导、强化统筹推进、强化督促
指导、强化宣传引导，确保主题教育
方向不偏、内容不空、效果不虚。

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勇
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扎扎实实开展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奋
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兴化篇
章，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毛慧静）日
前，陈堡镇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徒
手捕鱼”活动，以此来庆祝即将到来的
2019年度“古朴唐庄”农民丰收节，为
农民丰收节暖场的同时，重温传统农渔
文化的特色风情。

捕鱼活动在省级首批特色田园乡村
——唐庄村举行，吸引了周边各村近三
百名村民参加。村民们挽起袖子、撸起
裤腿，一个挨着一个围在鱼塘四周，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却没有人提前下
场，而是耐心地等待着开捕的号令，随
着鼓声响起，人群中传出响亮的一声

“开捕啦！”蓄势待发的农人们高呼着
“捕喽！”冲进了水中。

水深鱼少，“渔夫”们只有靠下塘
里与鱼斗智斗勇，才能将鱼捕获。孩子
们也在鱼塘里欢腾了一把，找鱼、赶
鱼、捉鱼，一位小“渔夫”还捉到了一
只青蛙，开心地向记者比了一个胜利的
姿势。

参加捕鱼活动的村民不少是当地养
鱼的高手，从小就与鱼打交道，深知鱼
的习性。“老渔夫”下到鱼塘后，先多

人围堵，将鱼赶到角落，再一举抓获。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人鱼大战，众多“渔
夫”满载而归，捕到的最大的一条鱼超
过10公斤，可谓战绩不菲。

徒手捕鱼是里下河古老的鱼塘文

化，本次活动再现了最古老的捕捞模
式，传承历史悠久的渔耕文化，进一步
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提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
得感。

陈堡镇：徒手捕鱼庆丰收 农渔文化展风情

9月16日至22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为了增强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营
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6日上午，我市举行现场活动，各参与单位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面对面咨询等方式，向公众宣传网络安全技术及知识，让市民们直观了解网
络安全知识，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张娈鸾 摄

织密网络
安全防护网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以下网址：http://www.
njghes.com/gstz/detail.asp?ID=1157 查 看 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也
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借阅本项
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项目地周边区域居民及其他利

益相关者，欢迎社会各界对本项目环境保
护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期限
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

过以下网站 （http://www.njghes.com/gstz/

detail.asp?ID=1157） 获取公众意见表，也
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或直接到工
作单位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
交意见或咨询有关情况。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江苏程氏牧业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江苏省兴化市海南镇南蒋村
联 系 人：任总
联系电话：15061066066
环评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翟工
联系电话：025-86773147
E-Mail：497950392@qq.com
公示单位：江苏程氏农牧有限公司

江苏程氏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二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江苏众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戴南不锈钢集中冶炼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兴化市戴南镇中再生大道西

侧
总投资：10亿元（一期）
占地面积：约350亩
二、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
我司已将环评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公布在如下网站进行公开（http://www.xin-
ghua.gov.cn/），以利公众查询；公众也可通
过联系环评单位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

份公司借阅本项目环评报告书 （征求意见
稿）。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如下网站（http://www.xin-

ghua.gov.cn/）获取公众意见表，也可通过电
话、信函、电子邮件或直接到工作单位等方
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意见或咨询
有关情况。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江苏众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 ： 陈 先 生 邮 箱 ：
3301946072@qq.com

电话：19802688268

江苏众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戴南不锈钢
集中冶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招聘启事
因公司发展需要，现招收文

案 (男女不限，大专以上学历，能
熟练使用电脑)和可驾驶6.8米以
上卡车驾驶员(驾龄三年以上)各
一名，待遇面议。

联系人:邹义和
联系电话:15952650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