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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一份，小孩姓名:杨承安，出
生证编号:U520318352，特声
明作废。

声明人：父亲：杨 黎
母亲：余乾飞

2021年11月30日

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铜仁市碧江区湘

村木桶饭经营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5206020011066,特声明作废。

铜仁市碧江区湘村木桶饭
经营店

2021年11月30日

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J7057000271301，账号：
0602001700000167，开户行：贵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江支行，特声
明作废。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会委员会

2021年11月30日

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为 ：J7059000241102，账 号 ：
2408061109200051801，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松桃苗族自治县支行，特
声明作废。

松桃山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账号为：J7059000028901，账号：
2681030001201100015019，开 户
行：松桃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盘信信用社，特声明作废。
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民族中学

2021年11月30日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习近平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

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和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共同开创
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

60 多年前，一
批胸怀爱国之志的
交通大学师生，坚
决响应党和国家的
号召，打起背包就
出发，从黄浦江畔
迁至渭水之滨，披
荆 斩 棘 、治 学 报
国。在交大西迁的
进程中，无数可歌
可泣的事迹，铸就
了“西迁精神”的丰
碑。2020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考察时，来到交
大西迁博物馆，仔
细 端 详 一 张 张 照
片、一件件实物，并
亲切会见14位西迁
老教授，深刻指出

“‘西迁精神’的核
心是爱国主义，精
髓是听党指挥跟党
走，与党和国家、与
民 族 和 人 民 同 呼
吸、共命运，具有深
刻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强调要“大
力 弘 扬‘ 西 迁 精
神 ’，抓住新时代
新机遇，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建功立
业，在新征程上创
造属于我们这代人
的历史功绩”。

交大西迁是党
中央调整新中国工
业建设布局、高等
教育布局的战略决策，也是交大“西迁人”响应党的
号召、服务国家发展的时代壮举。上世纪50年代，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改变旧
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支持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党中央作出了将创立于上
海的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数千名交通大学
师生激扬“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豪情，义无
反顾登上西行列车，积极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当时的西安，发展水平与繁华的上海差距甚
大：学校处在田野之中，马路不平、电灯不亮，晴天
扬灰路，雨天水和泥，夏无大树遮阳，冬无暖气御
寒。但数以千计的交大人没有退缩，他们把自己
的理想、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默默耕耘在
三秦大地，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设了一所著名
的高等学府，为西部发展奠定了深厚扎实的科研
基础，也用高昂情怀和满腔热血铸就了“胸怀大
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
神”。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
15 位老教授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献身大西北
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指出“希望西
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
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一身本领投伟业，一寸赤心惟报国。交大西迁
是一段激昂着爱国深情与奋斗热血的峥嵘岁月，所
铸成的“西迁精神”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60多
年的奋斗征程中，一代又一代“西迁人”始终秉承
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前赴后继、上下求
索，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著名工程热
物理学家陶文铨院士在西安扎根六十余载，桃李
满天下，他培养的 100 多名硕士、博士生如今大多
数在国内工作，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995年公派
留学归国的管晓宏，面对母校和多所东部高校发
出的邀请，毅然选择回到当时生活和科研条件仍
较为落后的原单位西安交大；60多年来，西安交大
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各类宝贵人才，不少毕业生
选择在西部就业……数十载风雨年华，“西迁精神”
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
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赞扬以钱学森、邓稼先、
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和西安交通大学“西迁
人”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党让我们去哪里，我
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
向同行”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充分肯定以黄大
年、李保国、南仁东、钟扬等为代表的新时代优秀知
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感人事迹和爱国情
怀，强调面对新的征程、新的使命，需要在知识分
子中弘扬这种传统、激发这种情怀。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广大知识分子践行“西迁精神”，尤须弘
扬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玉
汝于成的奋斗精神，扎根实际、勇攀高峰的创新精
神，公而忘私、埋头深耕的奉献精神，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
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为了祖国，为了党，决不吝惜自己的一切力
量。我们誓用勤劳而智慧的双手，从祖国的边疆到
边疆，自滚滚的黄河到宽阔的长江，掀起一个震撼
世界的建设海洋！”1956 年西迁伊始，一位交大学
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时光荏苒，精神永恒。今
天，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我们开启了一场新
的长征。在前进道路上，传承好“西迁精神”，在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勇于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我们一定能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业绩，不
负人民期望，不辱时代使命。

新华社杭州11月29日电（记者 岳德亮） 29日上
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浙
江省杭州市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梁言顺作宣讲报告。浙江省
主、分会场1万余人参加宣讲报告会。

报告会上，梁言顺用丰富的史实、鲜活的事例、翔实
的数据，整体介绍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基本情况和
主要内容，从深刻把握召开全会和作出决议的重大意
义、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的百年奋斗的
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和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
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解读。梁言顺在宣
讲中表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深刻理解
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拥护和捍卫“两
个确立”。

29日下午，梁言顺来到浙江工业大学，与参加浙江
省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志愿者联盟六中全会精神宣讲
备课会的代表座谈交流，聆听了青年宣讲员试讲，并进
行点评。

新华社南昌11月29日电（记者 郭强） 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29日在江西宣讲，中
央宣讲团成员、新华社总编辑傅华作宣讲报告，江西省
主、分会场1.8万余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傅华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
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
意义、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百年奋斗

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
以及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六个方面，对
全会精神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其中重点从锻造领航
复兴领导力、重构经济发展新格局、再造中国之治新优势、
挺起新时代精神脊梁、引领命运与共新纪元、开启伟大复
兴新篇章等方面，系统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阐释“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29日下午，傅华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与红色宣
讲员、社区干部群众等交流互动，到南昌大学与大学生座
谈宣讲，就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场进行解答阐释。

“8日早晨，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的 300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
开始参加为期 4天的闭门会议时，阳光
明媚的天气已经使一些冰雪消融。”11
月 8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开
幕，西班牙《世界报》第一时间发出报道。

与此同时，路透社、《纽约时报》、塔
斯社等众多国际媒体也都高度关注这次
会议。“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决议”“这份决议将在未来几十
年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对 21世
纪产生重要影响”……“中共十九届六中
全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网站的重要
位置，成为国际社会的热议焦点。

这是一场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
开的重要会议。百年奋斗，换了人间；再
启新程，勇毅前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奇迹”的秘诀是什么，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对人类发展意味着什么？
通过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追踪和观
察，世界得到了更清晰丰富的答案，也更
加读懂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初心使
命、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

探寻制度密码：“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奇迹’的根本缔造者”

一个拥有超大规模人口的后发国
家，用数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
的工业化历程，靠的是什么？一位位不
带偏见的海外学者和观察家解码“中国
奇迹”，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共产
党在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扮
演着非凡角色，“党的领导”是“中国奇
迹”最核心的制度密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奇迹’的根本
缔造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始终
处于经济社会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核心地
位。”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说。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
希尔将中国共产党称为“中国社会经济
转型的核心引擎”。他指出，正是这一

“核心引擎”团结各方力量，创造了国家
的稳定与繁荣。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
尼勒认为，“中国奇迹”离不开“强有力的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政
策的延续性和发展的稳定性”。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中
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的这个“根本问
题”，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共产党、理解
中国政治文明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久加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
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始终
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

芬兰共产党主席尤哈－佩卡·瓦
伊萨宁曾参加 2017 年的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及今年的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对
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经验十分关
注。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政治
探索与实践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
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
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
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
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
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
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
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的阐释给人们
留下深刻印象。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说，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
经验，具有强大的自我革新和保持活力
的能力。世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水平和执政能力方面的成长和成熟。

“往下一步，中共在新的百年要为何
而奋斗？”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除了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共还要实现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现代范式”。

汲取治理智慧：“研究中共的治国理
论，一定可以获得许多启发”

11 月 16 日，新华社以中、英、法、
西、俄、阿、葡、日、德等多语种播发了《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全文。国际媒体注意到，
决议“重点聚焦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上”。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共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
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一直关注中国发展的海

外学者和观察家们对此有着真切感受和
强烈共鸣。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莱娅·贝西对脱
贫攻坚战感到由衷钦佩。“我们看到中国
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证
明自己探索的道路是成功的。”

曾多次访华的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雷加拉多对“推动高质量发
展”深有感触，同时认为“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至关重要”。

芬兰共产党主席瓦伊萨宁从“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
技自立自强”等新时代中国策中看到中
国发展的广阔前景。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
夫罗夫斯基认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表明中共更加关注民众福
祉。“中国将成为中产阶层居多、内部市
场庞大的国家”。

“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
“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改
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从这些原创性的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世界更深入地
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也不断汲
取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经验。

作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柬文版译
者之一，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
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有深入研究，还推
动启动了柬中友好扶贫示范村项目。他
说：“各国如能很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
国理论，一定可以获得许多启发。”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发表评论员文
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成就为人
类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巴基
斯坦应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通过实行
共同富裕的整体性政策，实现国家政治
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

老挝总理潘坎表示，中共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让老方进一步坚
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老
方愿积极学习借鉴全会精神，同中方携
手发展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问道人类未来：“这种东方式世界观
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世界”

在报道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时，法国
《费加罗报》网站使用了这样一个标
题：“一个世纪的历史，为了更好地锁
定未来。”

总结中共百年历史，指明中国未来道
路，在“历史”之外，“未来”是国际社会解
读这场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视角。将中共
十九届六中全会放在世界百年变局背景
下观察，更能看清其对全球未来的意义。

“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
同。”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
史经验的“十个坚持”中，“坚持胸怀天
下”是其中之一。

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副主席道
格拉斯·麦克威廉姆斯说：“中国不断扩
大开放，为包括欧洲企业在内的各国企
业创造合作机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
身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各国发展。”

“马尔代夫新闻网”资深编辑哈姆
丹·沙基尔认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对
全球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中国的
政策直接影响得到中国帮助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人民的福祉。“中国共产党强调全
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
一个积极信号”。

正在天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巴基
斯坦青年穆阿兹·阿万对此有着切身体
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巴中经济走廊给他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巴中经济走廊建设为我的同胞
们带来了工作机会，提高了国家的发电
能力，改善了交通路网的联通水平。”阿
万说，“我期待走廊建设再上新台阶，让
两国人民共享更丰硕的发展成果。”

在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教授埃万德
罗·卡瓦略看来，新时代中国外交更加积
极有为，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的时代难题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
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
强调尊重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
更具包容性。从长远看，这种东方式
世界观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繁
荣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电）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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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引国际热议

让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为进
一步加强基本医保关系转移
接续管理，促进参保人员基
本医保待遇连续享受。国家
医保局办公室与财政部办公
厅日前联合印发《基本医疗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
法》，明确了转移接续的适用
人员范围、线上和线下申请
方式、办理流程、有关待遇衔
接等。

办法保障了跨统筹地区
流动人员医保权益，明确职
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因跨统筹地区就业、户籍或
常住地变动，不得重复参保
和重复享受待遇，并按照办
法中的有关规定办理基本医
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办法还对转移接续的待
遇衔接作出明确规定，一是
职工医保参保人在转移接续
前中断缴费 3个月（含）以内
的，可按转入地规定补缴职
工医保费，缴费当月即可在
转入地按规定享受待遇，中
断期间的待遇可追溯享受；
二是已连续 2年（含）以上参
保的，因就业等个人状态变
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
切换参保关系，中断缴费3个
月（含）以内的，可按转入地
规定补缴基本医保费，缴费
当月即可在转入地按规定享
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
追溯享受；三是各统筹地区

可根据自身情况，对中断缴费3个月以上的，设
置不超过6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法强调了职工医保
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具体缴费年限按照各地规
定执行，要求各地不得将办理职工医保退休人
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绑定。

此外，办法还明确要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管理，在转入地完成接续前，转出
地应保存参保人员信息、暂停基本医保关系，
并为其依规参保缴费和享受待遇提供便利。
转移接续完成后，转出地参保关系自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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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在浙江宣讲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在江西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