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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盛源国际业主您好：
盛源国际项目自2020年6月通知办理不动产权证起，仅

有部分户业主前来办理，为尽快为广大业主办理不动产权
证，请还未办证的业主抓紧提交办理房产证所需资料并按要
求完成各项事宜，办证所需资料如下：

1、购房合同原件；
2、身份证复印件；
3、结婚的：属夫妻共同财产的需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离婚的：需提供离婚证和法院判决书或公证的离婚协议

复印件
丧偶的：需出具死亡证明及公证书原件一份；
4、维修基金发票（房开公司代收的由房开公司提供，未

缴纳的到政务中心房管所窗口缴纳）；
5、销售不动产的发票（付清相关费用后由房开公司开

具）；
6、拆迁协议原件；

7、异地回迁安置的：带拆迁安置协议、购房合同、身份证
到政务中心税务窗口缴纳契税；

8、在外地务工的：需代办的提供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及代
办人身份证原件；

9、完税证明；
10、将以上资料全部收集完后交到本公司办证处，由我

公司交到不动产中心，录入系统后办理不动产证；
11、本项目回迁暂不办理不动产证，可办理时另行通知。
现再次郑重告知，请各位业主七日内到盛源国际逸林酒

店 24楼办公室交齐以上资料，以上资料是办理不动产权的
必要前置程序，若因您的原因未能到我司提供相关必备资料
的，我司将不成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违约责任，谢谢配合！

以上资料如有不清楚可到逸林酒店24楼办公室或拨打
房开电话0854-3238889咨询，周一至周日均上班！

独山县美居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盛源国际办理不动产权公告

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福泉市“矿化一体”磷深加工项目（二期工

程）
2、建设单位：贵州福泉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福泉市双龙工业园区罗尾塘组团
4、项目性质：扩建
5、总投资：30000万元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1、网络连接
见附件。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福泉市双龙工业园区罗尾塘组团贵州福泉川东化工有

限公司安环办公室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qianlima.com/02001100570dd/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贵州福泉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福泉市双龙工业园区罗尾塘组团贵州福泉川东

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龙景华 联系电话：13765479363
邮箱：1643051018@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起10个工作日。

贵州福泉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5日

福泉市“矿化一体”磷深加工项目（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
党的二十大于 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最近，中共中央
印发了《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二十大代
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组织部近日召开会议，对这
项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认真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是开好大会的重要基
础。党中央对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专
门研究，确定了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要求
各级党组织切实负起政治责任，认真履行职责，精心组织实
施，确保代表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党中央确定，二十大代表名额共2300名，由全国38个选
举单位选举产生。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
遵循，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
扬党内民主，严格资格条件，严密产生程序，严肃选举纪律，
确保选出的二十大代表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分布广泛、党员
拥护。

党中央提出，二十大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
要严把人选政治关，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考察人
选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着重了解人选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方面的表现情况，对政治上
不合格的一票否决。严把人选廉洁关，认真落实“四必”
要求，严格甄别核查，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带病当
选”。要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既要有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又要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保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
代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
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代表
应占一定比例。要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
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

党中央要求，二十大代表的选举产生，采取自下而
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要深入
开展宣传教育，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代表
人选的推荐提名，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逐级遴
选择优。要严格组织考察，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充
分听取基层党组织、党代会代表、党员和群众的意见。要
认真搞好会议选举，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差额选举的比例
应多于15%。

党中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周密安排
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扎实
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要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
选举纪律，充分运用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等地拉票
贿选、破坏选举案件，开展警示教育，汲取教训，引以为
戒。加强对代表选举工作的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违法问
题“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查处，确保风清气正。要通过
做好学习宣传、组织动员、推荐提名、会议选举、严肃纪
律等各项工作，使代表选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成为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过程，成
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党史教育的过程，成为党
内政治生活生动实践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过程，进一步增
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6月底前结
束。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部署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
最大底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深刻
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
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把“坚持
人民至上”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十
条历史经验之一，强调全党必须永
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
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回望百年奋斗
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
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
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
摇。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历
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磨难而淬
火成钢，正是因为始终把人民作为

“源”和“本”，深深植根于人民之
中。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从建党的
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
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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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始
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
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
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
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
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14
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
实。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
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
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
历史；党与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
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要深刻认识党
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
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党来自
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根本上说，党的理论就是一切
为了人民的理论，党的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路线，党的
事业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
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
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
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正如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
调的：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
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
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
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
不会得逞。

从“能吃饱肚子”到“吃‘净颗子’”，再到“想吃细粮就吃
细粮，还能经常吃肉”，回忆起陕北黄土高原上老百姓对幸
福生活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讲述：“我们这代人有
一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社会主义道路上一
个也不能少，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如今，我们已经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
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
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
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
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
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
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
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新征程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永远保持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
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
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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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这里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
如今，这里是有着百万亩人工林海、守卫京津的重要生

态屏障。
三代人，59年，河北省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

唤，用青春与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
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这一精神，是塞罕坝荒漠变绿洲的核心密码，也将激励
我们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牢记使命 创造奇迹
走进地处河北最北端与内蒙古交界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置身茫茫林海，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寸草难生的一片荒漠。
塞罕坝，意为“美丽的高岭”，曾是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因开围垦荒、大肆砍树，逐步退化成
荒原沙地。

20世纪 60年代初，为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
势，国家下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

在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植树造林谈何容易？最
低气温零下 43.3℃，年平均温度零下 1.3℃，高寒高海拔地区
造林经验几乎为零……林场第一批建设者赵振宇回忆说：

“当时到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着沙粒雪粒遮天盖日，打
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听党召唤，不辱使命。尽管条件艰苦，却未挡住一群年
轻人勇于担当的步伐。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127
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地林场242名干部职工一
起，组成一支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创业队伍，开始了战天斗
地的拓荒之路。

“那时，我们喝的是雪水、雨水、沟塘子里的水，吃的是黑
莜面窝头、土豆和咸菜。”当年跟5个女同学一起毅然奔赴坝
上的陈彦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忆起当年的艰苦磨难却未
曾有过后悔，“每每看到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长成大树，幸福
感就难以言说。”

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1962年、1963年塞罕坝
造林成活率不到8%，一次又一次造林失败，动摇了人们的信
心。

“山上能自然生长落叶松，我就不信机械造林不活！”时
任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下了狠心，带领职工在距离林

场办公区不远的马蹄坑开展了一场“马蹄坑大会战”。连续
多日吃住在山上，艰苦付出终换来回报：这次“会战”共栽植
落叶松 516亩，成活率达 90%以上。王尚海激动地跪在山坡
上，泪流满面。

忠于使命的精神贯穿王尚海的一生。1989年去世后，家
人遵从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塞罕坝。伴他长眠的落叶松林
如今叫“尚海纪念林”，成为百万亩林海的起源地。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为首都阻沙源、为
京津涵水源就是塞罕坝人的崇高理想，种树就是他们坚如磐
石的使命。”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感
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为塞罕坝精神作出定义：牢记使命、艰
苦创业、绿色发展。

艰苦创业 接续奋斗
在党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年轻建设者们，

不断进行绿色接力，“塞罕坝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
在塞罕坝有句老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防火瞭望员刘军和王娟就是这样一对夫妻。住在林场

深处的“望海楼”，他们白天每15分钟要通报一次林区火情，
重点时期夜间每1小时通报一次。常年与寂寞为伍，这样的
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待就是23年。

“选择林业，就是选择奉献。”1973年到坝上的第二代创
业者邓宝珠说，两个儿子如今都在林场，从事林场护林员和
施工员工作。

1980年出生的于士涛是保定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一
头扎进塞罕坝。当年，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拗不过他，放弃高
薪，跟他一起扎根这里。“我们将紧握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奋
力前行。”他说。

在塞罕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
能耐，能够还祖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

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
选择奉献青春，接续奋斗。

多年不断拓荒造林，林场所辖范围内能种树的地块越来
越少，2017年以来，塞罕坝人将土壤贫瘠、岩石裸露、蒸发快
速的石质阳坡作为攻坚造林重点，向山高坡陡的“硬骨头”宣
战。

这些地方土壤只有几厘米厚，相当于“在青石板上种

树”。坡陡、石硬、路不通，机械无法作业，就用骡子驮或人
背。靠着塞罕坝人的拼劲和韧劲，2017年以来，塞罕坝在石
质山坡上攻坚造林10.1万亩，造林成活率达到98%。

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深有感触地说：“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今，我们这任领
导班子已经是林场的第 13任班子，守住、守好这片林子，让
它绿得更有质量，是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

绿色发展 赓续传奇
59年来，塞罕坝的创业路，是播种绿色之路、捍卫绿色之

路，更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筑起了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有效阻

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
源、净化淡水 2.84亿立方米，防止土壤流失量为每年 513.55
万吨；每年可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

塞罕坝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使其成为珍
贵、天然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61种、
鱼类32种、昆虫660种、大型真菌179种、植物625种。

塞罕坝不仅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林场建设者
还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

今年 8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塞罕坝机械林场，同
林场三代职工代表亲切交流。看着守林护林人的队伍越来
越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倍感欣慰：“塞罕坝精神，不仅你们需
要继续发扬，全党全国人民也要学习弘扬，共同把我们的国
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总书记的嘱托，既是对塞罕坝几代林业人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全国林业人的鼓舞和肯定。”安长明说，“我们一定牢
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发扬塞罕坝精神，把这片林子管好、护
好、经营好。”

根据规划，塞罕坝将全面开展二次创业，到 2030年，林
场有林地面积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86%，森林生
态系统更加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我们将走好新时代塞罕坝新的长征路，苦干实干，把塞
罕坝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示范基地，再谱
绿色发展新篇章。”陈智卿说。

永葆初心、勇担使命，新征程上再出发。大力弘扬塞罕
坝精神，牢记绿色发展使命，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就一定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高质量发展
的坚实步伐，共同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牢记使命 绿色发展
——塞罕坝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曹国厂 于佳欣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 黄垚）中国气象局、公
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和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印发

《“十四五”交通气象保障规划》，明确到 2025年，聚焦公路、
铁路、内河水运、海上交通、多式联运五大重点方向，基本形
成多部门协同规划、协同部署、协同实施、协同保障的综合交
通气象服务格局。

据介绍，我国气象灾害频发，每年因恶劣天气导致的重
特大交通事故、严重的交通阻断、交通设施损毁事件等时有
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公路、内河航道、海上交通气象观测还存在监测能
力不足、监测密度不均等问题。同时，交通气象服务的针对
性不够强，部门间合作机制还有待深化。

规划提出，将构建交通气象精密监测系统，设计交通气
象观测网布局方案，建立健全交通气象观测系统，提升交通
气象观测装备保障能力；开展交通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排查
恶劣天气交通影响情况，编制交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增强
基于影响的精细化交通气象服务供给，发展基于场景的分众
交通气象保障服务等。

规划明确，到 2025年，聚焦公路、铁路、内河水运、海上
交通、多式联运五大重点方向，综合交通气象监测站网布局
更加优化，基于交通安全影响的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
提升，气象在交通路网规划、设计、施工、运行各环节的保障
服务作用有效发挥，多部门协同规划、协同部署、协同实施、
协同保障的综合交通气象服务格局基本形成。

五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交通气象保障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