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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上海￥425起 杭州￥365起 海口￥630起

长沙￥350起 郑州￥430起 深圳￥530起

福州￥300起 济南￥530起 天津￥620起

●注销公告、清算公告、法院公告、减资公告、各类遗
失公告（各种证件、各种票件、公章）、停电公告、市政路况
公告、招商公告、加盟代理公告、协查协办公告；认领启
事、寻人（物）启事。

●房产租售、招聘求职、教育培训、家政服务、租车售
车、装修建材、门店特惠等便民、惠民信息。

综合信息 ●本栏目信息不是发生经济关系之法律依据，请
需方认真考察后签订正式合同，产生后果责任自负。

●热线：0797-8222685、8272836
●地址：赣州市八一四大道60号（赣南日报社大院内）

遗 失 声 明
▲张子健遗失赣州正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28 日开具的 5 栋 1 单元 901 室的发票一张，票据金
额：290409元，票据号：20074592，特登报申请挂失作废。

▲“ 赣 州 市 鸿 业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3607020344691）”公章壹枚遗失，声明作废。

▲“黄友平印”（赣州市鸿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法人章壹枚遗失，声明作废。

▲于都县于阳初级中学遗失 2010 年江西省行政事
业单位收款收据（平推式）1 份，编号为：1000560563，声
明作废。

▲于都县于阳初级中学遗失 2010 年江西省学校
收费专用收据（平推式）1 份，编号为：0900875061，声
明作废。

▲于都县于阳初级中学遗失 2014 年江西省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三联机打）34 份，编号为：
1102117167—1102117200，声明作废。

▲黄亭、张香萍遗失赣州市富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开具的预收款凭证客户联壹张，号码为：
00026895，声明作废。

▲徐良玉遗失汕头琪雅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开具
的加盟履约金（C 级连锁店），收据号码为：C005231，门
牌号：05577，金额：4000 元整，声明作废。

▲俞燕萍（身份证号码为：362101197607111020）遗
失 2003 年与甲方赣州市国土资源局章贡分局、丙方赣
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鉴证方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
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声明作废。

▲李罗华遗失赣州绿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票据
壹张，票据号：30722634，房号：6 期 3 栋 1102 室，金额：
161279 元，声明作废。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 10 时，对位于赣

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35 号-1 号 2 间店面（面积约 98.6
平方米）进行公开招租，租期 3年，起租价 1万元/月租

金（详见招租资料）。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7月27日17时
报名、招租地点：章贡区青年路7号院内三楼

咨询电话：0797-8209087、13361771365
赣州市金赣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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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2021 年

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7 月 20 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

指出：医疗卫生是护佑人民生命健康

的坚实盾牌。新一轮医改以来，通过

着力保基本、建机制、强基层，我国基

本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续

改善，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医药卫生系统作出了重大贡献。谨向

广大医务人员和医改工作者致以诚挚

问候！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聚焦广大群众期盼持续

推进医改。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医防

协同，加快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围绕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

改革，大力推进预约诊疗、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等便

民措施，继续抓好群众急需短缺药品

保供稳价工作，通过扩大集中带量采

购让群众更多享受医药费降低的好

处。加快区域医疗中心和县域医共体

建设，做好中医药振兴发展、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等重点

工作，支持和规范发展社会办医，使群

众享有更便捷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更

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医改领导

小组组长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医改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落实李克强总理批

示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

广三明医改经验为抓手，以构建“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分级诊疗格局为目标，更加注重预防

为主，更加注重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更

加注重医改政策的系统协同联动，不

断巩固扩大改革成效，着力解决群众

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

孙春兰指出，要全面推广三明医改

经验，坚持因地制宜、系统联动，对尚需

探索的改革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

广。加快构建分级诊疗体系，以区域医

疗中心、医联体建设为重点，通过政策

引导和机制创新，促进就医秩序更趋合

理。巩固提高基本医保统筹层次，做实

地市级统筹，积极探索推动省级统筹，

同时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升管理

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扩大药品耗材

集采品种范围，同步推动医疗服务价格

动态调整。推进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

薪酬制度改革，加强临床专科建设和信

息化支撑，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深化疾

控体系改革，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做好

疫情防控、疫苗接种工作，维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李克强对2021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聚焦广大群众期盼持续推进医改

这是 7 月 20 日在山东青岛拍摄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无人机照片）。当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 600 公里的高

速磁浮交通系统，标志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 摄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是全国著名

革命老区和十大将军县之一。在革命

战争年代，全县 28 万人中，先后有 16
万人参加革命，7万英雄儿女献出宝贵

生命。涌现了徐海东、刘华清等 37 位

开国将军；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李

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

足迹；这里，还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中原突围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

统治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

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

发动新的内战。根据党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原部队在李先

念、郑位三等人的领导下，于 1946 年 6
月 26 日，以大悟县宣化店为点奋起突

围，一举突破国民党 30 余万大军的重

重包围。

面对强敌，大智大勇突重围

初夏时节，位于大悟县宣化店镇

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大批参观者排队

进入。纪念馆前，一尊年轻战士的塑

像巍然挺立，战士左手拳头紧握，右

手高举长枪，神情激昂刚毅，让人肃

然起敬。

“整个中原突围战役自 1946 年 6

月 26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历时 36 天。

中原军区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其他部队则在东、西、北线相互策应，

配合行动。”跟随讲解员的深情讲述，

75 年前的那场伟大战役，一幕幕浮现

在我们眼前。

1946 年 6 月 20 日，中原军区情报

处截获了蒋介石发出的围歼、消灭中

原部队的电令。21 日，中原局电告中

央，请求月底突围。

突围迫在眉睫！6 月 23 日，毛泽

东当机立断，亲拟电文，以中央军委名

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所见甚是，同

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

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 月 26 日拂晓，国民党军开始从

北、东、南 3 个方向分 4 路向中原军区

腹地集结。当日，中原军区部队按照

预先批准的战略转移方案，分路实施

突围。

大智还需大勇，出奇方能制胜。

面对 30 万大军的堵截，如何成功实现

突围？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沉着

镇静，运筹帷幄，缜思断行，分别上演

了“空城计”和“声东击西”。

“在历时 36 天的突围战役中，中

原军区 5 万英雄儿女，以无比的毅力，

英勇奋战，顽强拼搏，至 1946 年 7 月

底，中原军区各路、各支突围部队，均

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

伟大战略转移。”讲述此处，中原突围

纪念馆馆长王炳文神情肃穆。

对于中原突围的重大战略牵制作

用，当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

曾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 1946 年 10
月在《三个月总结》中高度评价了胜利

的中原突围：“单就中原军区本身而

论，损失是不小的；但从全局来看，中

原坚持与突围是成功的。”1947 年 12
月，刘伯承、邓小平在光山苏家河接见

部分参加中原突围的干部时指出：“没

有一年前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

之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传承红色基因，脱贫攻坚再“突围”

光辉历史激励前行。在中原突围

精神的激励下，大悟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战中再次胜利“突围”。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大悟县

让红色基因赋能精准脱贫，尽锐出

战、攻坚拔寨，集中火力向难中之难、

坚中之坚发起冲锋。产业扶贫、易地

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交通扶贫、

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

扶贫、农村危房改造……种种“加强

版”“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法不断推

出。全县 103878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89 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全县脱贫攻坚任务

如期完成。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大悟

县提出了加快建设大别山革命老区经

济强县、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

范县、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省

旅游强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开好局、起好步的明确目标。全县

上下大力弘扬中原突围精神，紧扣“红

色引领、绿色赋能、项目支撑、全面振

兴”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生态立县、产

业兴县、开放活县、共享惠县”发展战

略，凝心聚力、砥砺前行，正奋力谱写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以中原突围精神
奋进新时代

伟大的历史铸就伟大的精神！

75 年过去，岁月早已吹散战争的

硝烟，但中原突围的丰功伟绩将永载

史册,其“为争取彻底的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而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决服

从全局、不惜牺牲局部的顾全大局精

神，顽强进取、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

精神，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团结协

作精神，善于结合实际、勇于开辟新

路的科学创造精神”，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与传承，并将激励我们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

当前，全面小康已然实现，乡村振

兴大幕拉开。从中原突围精神中汲取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鼓起迈进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斗志，把为民族谋

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继续

推向前进，我们必将创造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的新辉煌。

（李建新 龚红焰）

短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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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日报社

奏响“中原突围”新时代乐章
□孝感日报社记者李建新 通讯员龚红焰

国际奥委会第 138次全会 20日表决

通过，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

更强”之后再加入“更团结”。

这是自 1894 年“现代奥林匹克之

父”顾拜旦建议设立奥林匹克格言后的

第一次更新。国际奥委会介绍，当初，设

立格言是为了表达体育运动的卓越含

义，100 多年后的这次更新，是为了完善

国际奥委会的目标，即围绕体育的价值

观，通过体育来鼓励全球更加团结。

一年多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

多次强调团结二字。

2020 年 6 月 23 日的国际奥林匹克

日，巴赫通过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向全

球致以视频问候。他在致辞中表示，在

面临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未来充

满不确定性的困难时期，“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体育精神，那就是我们

共享的卓越、友谊、尊重和团结的奥林匹

克精神。”

其实，卓越、友谊、尊重是一直倡导

的奥林匹克价值观。团结、和平和尊重

等内容，则蕴含在奥林匹克精神中。

无论价值观还是精神，巴赫都在不断

强调团结二字的重要性，这也反映了国际

奥林匹克大家庭、全球体育界，乃至全世界

民众，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下的共同

心声。

东京奥运延期一年，许多赛事延期

或取消，国际体育交流遇到障碍，奥林匹

克运动面临艰难时刻。面对质疑，巴赫

曾鼓励大家说：“在不知道这条隧道将要

走多久的时候，我们希望奥运火炬能在

隧道尽头成为一盏明灯。”

历经种种波折后，当奥运会即将开

幕时，当不少一生只有这一次圆梦机会

的运动员们相聚东京时，巴赫说：“奥运会的意义是让

全世界相聚在一起。”

的确，这是疫情下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体育盛

会。一年多来，当各国、各地区选手和民众间面对面交

谈成为奢望、隔着屏幕交流成为常态时，奥运会的坚持

和顺利举办，无疑将为世界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建立

交流、信心、信任和理解，推开一扇门。

奥运会所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及文化体育交流，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一些奥运参与者的切身体会。

在东京迎来体育报道生涯第 12 届奥运会的澳大

利亚资深记者特蕾西·霍尔姆斯说，世界因奥运而相聚

在一起，这是其他什么都无法复制的。而当运动员们

从世界各地聚到一起，本身就是在帮助彼此增进理解，

帮助人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此刻，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 3 天时，奥

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无疑将以体育的精神和名

义，以载入史册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

和鼓舞着全世界，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

团结，将是人类共同的答案。

（据新华社堪培拉7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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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侠克）记者 20 日从北京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疫苗接种组织协

调工作组获悉，按照国家整体部署，北

京市 7 月 20 日全面启动 12 岁至 17 岁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在京年

满 12 周岁人群，含在校学生及非在校

适龄人群。

据介绍，按照具体安排，北京市定

于 7 月 20 日启动高中阶段 15 岁至 17
岁人群接种，8 月初启动初中阶段 12
岁至 14岁人群接种。在校学生按照高

中（含技工学校）、初中、特殊教育学校

的接种顺序有序安排 12 岁至 17 岁在

校学生集中接种，各区以学校或学区

为单位开展组织工作。

非在校 12 岁至 17 岁人群则按照

就业和非就业安排接种。16 岁至 17
岁就业人群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与各区

协同配合组织至指定接种点进行疫苗

接种。非就业人群（含 12 岁至 17 岁出

国留学人员）由所在街道（乡镇）组织

至指定接种点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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