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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贵州梦之成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725MA6DLT8E9R）经股东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资，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百
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
权债务。

特此公告
贵州梦之成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减资公告

周龙同志：
您好！根据 《解决贵州省部

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实施方
案》 的规定，您申请的社会保险
接续业务已经通过审核。经核
查，您共服役 25 个月，养老保险
实际应补缴 25 个月，个人缴费部
分金额为:柒仟贰佰壹拾壹元贰角
伍分（小写：7211.25元）。我局多
次电话通知您前来办理，未果。
请您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将个人缴费部分
金额缴至黔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指定的银行账户 （并备注：周龙
缴纳退役士兵保险接续个人补缴
部分）。开户名称：黔南州州级财
政国库支付中心；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都匀市桥城支行；银

行 账 号 ： 2405040109026474189-
000000138。

缴费成功后请持个人缴费银
行存款凭证到黔南州退役军人事
务局进行登记。如您在2021年5月
31 日前未完成个人部分缴纳，视
为自愿放弃政策保障权益。

另外，在退休或者办理了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后，若需
要办理医疗保险补缴，凭此通知
单及时到医保部门清算医保补缴
年限和金额，到退役军人部门完
成个人缴费后再到医保部门办理
在职转退休手续后，方可享受退
休人员基本医疗待遇。

联系电话：0854—8585265
黔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年4月8日

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接续补缴缴费通知

李明剑同志：
您好！根据 《解决贵州省部

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实施方
案》 的规定，您申请的社会保险
接续业务已经通过审核。经核
查，您共服役 49 个月，养老保险
实际应补缴 49 个月，个人缴费部
分金额为:壹万肆仟壹佰叁拾肆元
零角伍分 （小写：14134.05 元）。
我局多次电话通知您前来办理，
未果。请您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将个人缴
费部分金额缴至黔南州退役军人
事务局指定的银行账户 （并备
注：李明剑缴纳退役士兵保险接
续个人补缴部分）。开户名称：黔
南州州级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开
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都匀市桥

城 支 行 ； 银 行 账 号 ：
2405040109026474189-000000138。

缴费成功后请持个人缴费银
行存款凭证到黔南州退役军人事
务局进行登记。如您在2021年5月
31 日前未完成个人部分缴纳，视
为自愿放弃政策保障权益。

另外，在退休或者办理了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后，若需
要办理医疗保险补缴，凭此通知
单及时到医保部门清算医保补缴
年限和金额，到退役军人部门完
成个人缴费后再到医保部门办理
在职转退休手续后，方可享受退
休人员基本医疗待遇。

联系电话：0854—8585265
黔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年4月8日

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接续补缴缴费通知

贵州华居住宅工程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管委会）于2017年5月9日签订了新型装
配式建筑建材生产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现
因贵公司未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且未按
协议约定的时间推动项目建设，严重影响了都
匀经济开发区的整体规划建设。

贵公司自签约以来，一直未能履行协议约
定的相关义务，以其不作为表明不再履行投资
协议。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五款“建
设周期：以建设用地平整交付乙方施工起，建设

周期半年投产”、第五条第四款“如乙方不能在
甲方交付土地后 6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
运营，则乙方须按项目用地挂牌成交价补足土
地出让金；未补足土地出让金的，甲方无偿收回
该宗土地使用权及地面构建筑物”。现决定解
除贵公司与管委会于2017年5月9日签订的《投
资合作协议》，特此登报告知，限贵公司 15日内
与管委会下属部门区招商引资局联系。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4月8日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终止《投资合作协议》告知书

贵州美康莱医药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管委会）于 2020 年 3月 11日与管委会签订
《投资协议》建设消毒液、口罩生产等医药用品生
产项目。现项目停产已达3个月以上，贵公司未
能按协议履约，管委会下属部门区招商引资局于
2020年 11月 3日行文督促贵公司限期提供整改
方案并严格履约，贵公司未有任何反馈。

贵公司一直未能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

以其不作为表明不再履行投资协议。根据《投资
协议》第三十一条约定，贵公司已停产达 3个月
以上，未能严格履约。现决定解除贵公司与管委
会于 2020年 3月 1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管委
会将严格按照协议条款无偿收回项目用房，特此
登报告知，限贵公司 15日内与管委会下属部门
区招商引资局联系。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4月8日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终止《投资协议书》告知书

贵州添润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管委会）于2014年12月11日签订了水轮发
电机组成套设备生产项目《投资协议书》。现贵
公司未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条款，且未按协议约
定的时间推动项目建设，违背协议约定严重影响
了都匀经济开发区的整体规划建设。管委会下
属部门区招商引资局于2020年4月2日发送《都
匀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局关于对贵州添润发电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水轮发电机组成套设备生产
项目有关事宜的通知》贵公司已熟悉，明确时限
请贵公司与管委会联系并严格履行项目建设，截

止目前未收到贵公司任何反馈。
贵公司一直未能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

以其不作为表明不再履行投资协议。根据《投资
协议书》第一条第六款、第七条第一和三款，贵公
司未能在约定的建设周期内建成投产，且项目从
2016年至今处于停工状态,未能严格履约。现决
定解除贵公司与管委会于 2014 年 12月 11日签
订的《投资协议书》，特此登报告知，限贵公司15
日内与管委会下属部门区招商引资局联系。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4月8日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终止《投资协议书》告知书

黄忠生（男，汉族，户籍地
址：贵州省荔波县茂兰镇罗家
村）与何小风（女，布依族，贵州
省荔波县茂兰镇罗家村）于
2019年11月12日14时许，在荔
波县月亮湖游玩时，在一个凉
亭处拾到一名3日龄女婴，后带
至家中抚养至今。于2019年12
月 9日到荔波县玉屏派出所报
案，荔波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
该女婴采集了DNA血样，并送
至贵州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
测。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将检测

结果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截
止目前，尚未找到女婴的生父母，认定为社会弃婴。于
2021年 4月 6日送来荔波县民政局，该名女婴现 1岁半，现
寻找该名女童亲生父母，望女童亲生父母在此公告60日内
前来联系认领事宜，逾期将作社会弃婴安置。

荔波县民政局
2021年4月8日

公 告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做亡国的奴隶，还
是用生命去抗争？

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的一把手枪，就是当
时最有力的回答。

此枪为国家一级文物，美国造，马牌，长 20.5厘米，
重 1.2千克，枪号 80292。这把手枪的主人是赵尚志，东
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杨北
赵”。

1908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1925年进入
哈尔滨许公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山黑水，朔风割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历史上抵御外侮至为悲壮的一支部队——东北抗联，开
展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们不仅要以死相搏、突破日伪军层层围剿，还要
直面挑战人类极限的恶劣生存条件，在极寒冰冻、缺衣
少粮、弹药断绝中赓续民族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投身抗日斗争，历任中共满
洲省委军委书记、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抗日联军
第三军军长等职，指挥了攻打五常堡、宾县和冰趟子伏
击战等著名战斗。日寇对他闻风丧胆，无奈感慨“小小
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悬赏万元通缉，叫嚣“一两肉
一两银，一两骨头一两金”。

日寇对赵尚志制定了恶毒的诱捕计划，侦知他在萝
北、鹤立和汤原活动，令特务刘德山以收山货为名，寻找
抗联并打入内部。

1942年2月12日，凌晨。原计划袭击梧桐河金矿伪
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的赵尚志，背后遭遇刘德山的黑
枪，腹部中弹受伤。他忍着剧痛回身用手枪连射两枪，
当场击毙刘德山。伤重难行的他，将文件包交给战友并
命令撤退。

据敌伪档案记载，重伤昏迷被俘后，赵尚志仍不屈
斗争。面对日伪军审讯，他怒目而斥，“你们不也是中国

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
去，这没有什么。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

受伤八小时后，英雄血尽。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
颅请功，将遗体抛入松花江冰窟中。

在残酷的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
大多战死，仅军以上指挥员就牺牲30多位，占半数以上，
有的身陷重围战斗到孤身一人壮烈牺牲，有的受伤被俘
遭剜目割舌砍头，仍坚贞不屈。

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当地公安人员找到
了赵尚志将军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献交，成为镇馆之宝。

为纪念英雄，哈尔滨市新城大街更名为尚志大街，
他战斗过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他牺牲的村子更名为
尚志村。

将军血荐轩辕，转瞬已近八十载。抗联老战士李
敏生前数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每次谈及逝去战友
都泪流满面：“我们弹尽粮绝被日伪军围困了三天三
夜，几个刚刚突围的同志忍不住趴在沼泽里喝泥水，
结果没喝几口就被追来的敌人打死了。树皮、草根在
最孤绝残酷时期，也成了‘奢侈品’；因为缺少子弹，
每一粒枪弹和补给都要从敌人手中缴获，战斗时要同
时背几条不同的枪；密营为防止暴露不能生火，许多
战士生生冻掉了手脚……”

然而，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却从未退却，在黑
土地上前赴后继，留下层层鲜血浸泡过的颜色，镌刻下

“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誓言，挺起了中华民族的
脊梁。

“回望历史，可以凝聚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东北
烈士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中，人们或低首致敬，或凝神
长思。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将 军 手 枪 忆 忠 魂
新华社记者 邹大鹏

如何用一句话概括你眼中的
中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罗伯特·格里菲思的回答是：“这
是一个人民的政党，以灵活的策
略、坚定的原则，矢志不渝建设社
会主义。”

自1998年起一直担任英共总
书记的格里菲思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坚定支持者，长期关注中
国共产党的发展。

格里菲思日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视频连线专访时表示，对于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过去
一百年堪称翻天覆地、意义重
大。中共之所以能成功带领中国
取得辉煌成就，“核心秘诀”是始
终保持和广大人民的紧密联系，
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得
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广泛支
持。

“这是贯穿中共历史的一个
核心原则，因为中共是一个来自
人民、由人民创建、始终贴近人民
的政党。”格里菲思说：“中共根据
人民需求及时调整政策。无论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
是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伟
大成就的实现都基于中共始终没
有脱离广大劳动人民这一执政特
点。”

他认为，正是有了人民的信
任与支持，中共才可能动员十多
亿中国人，同心协力实现遏制新
冠疫情、消除绝对贫困等重大胜
利。

现年69岁的格里菲思出生在
英国威尔士，上个世纪 70年代就
加入威尔士社会主义政党，成为
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出任英
共总书记以来，他多次到访中国，
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印象深刻。他
认为，中国取得的长足进步不仅
体现在基础设施、交通系统和绿
色能源等方面，更体现在人民的
社会福利方面。

他回忆起自己曾去过的一个
中国村庄，“一个因采矿业衰落而
老去的村庄，就像我现在居住的
威尔士南部村庄一样”。但在当
地政府的治理下，这个中国老矿
村如今焕发出新生的耀眼光彩。

“新的工业设施、新的住宅、新的基础设施，淤塞的河道也得
到疏通。当地村民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对
美丽干净的村庄感到非常自豪。”格里菲思说：“这类中共为人民
谋福利的例子我还能举出很多很多。”

格里菲思说，他到中国参加会议时曾见过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
及在电视上多次看到习总书记与普通百姓亲密互动，他深深感
到这是一位谦和、亲切的领导人。

谈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格里菲思
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发出的重要邀约，是着眼解决
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的中国
智慧。

作为英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格里菲思一直致力于促进
英共与中共的交流互鉴。

他说，伴随双方代表团的频繁互访，两党关系在近 20年里
得到不断加强。“与中共的交流非常有价值，有助于我们理解中
国社会、政党和政府，也让我们能够在英国更好地介绍一个真实
的中国。”

（新华社伦敦4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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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郭宇靖） 记者 7日从北京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减证便民”决策部署，
北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新增证明告知承诺制办理方式，在
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并在北京申请个人住房贷款时，通过告知承
诺制可无需再开具相关证明。

北京住房公积管理中心贷款管理处处长王宪表示，以往在异
地缴存住房公积金或曾在异地缴存的职工，在北京购房向北京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时，需提供相关
证明。通过实行告知承诺制，贷款申请过程中申请人可自主选择
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如采用告知承诺制则无需提供《异地贷
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和原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开具的《缴存证明》。

北京推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证明告知承诺制

勇气、远见、责任、担当，坚定不移、顽强不屈……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上记录的这些词语，是脱
贫攻坚胜利的“密码”。读懂这些“密码”，就打开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宝藏，坚定发展的信心，增添前行的力量。

中国的历史是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中国人民始终为摆
脱贫困艰难求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不管国内国际
形势如何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以贯之。新中国成
立后，始终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用发展的办
法消除贫困，依靠人民的力量战胜贫困，诠释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脱贫攻坚的各个战场上，无数党员干部以赤心唤民

心、以生命赴使命，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百姓的
“幸福指数”，带领各地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摆脱贫
困、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走过漫漫艰苦征程，当脱贫攻坚的心血和汗水结出累
累硕果、铸成举世瞩目的人类减贫丰碑，再回头来看，深
刻昭示熠熠闪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为民初
心，是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强意志，是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生动写照。
读懂脱贫攻坚的精神密码，就读懂了中国。脱贫攻坚

的重大胜利再次证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14亿人民迸
发出改变命运的创造伟力，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到达不了的幸福彼
岸。

（新华社兰
州4月7日电）

读懂脱贫攻坚精神就读懂了中国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时 评

4月7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淝南社区在合肥市曙光小学
龙图校区开展“童心向党 礼赞百年”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传承
红色基因。图为剪纸爱好者教孩子们创作“建党百年”主题剪纸。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