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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奋进新时代，扬帆新
航程。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
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
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
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要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
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善于创
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海军。

海南花团锦簇，南海春潮涌动。9时
许，习近平来到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码头，
登上执行检阅任务的长沙舰。检阅舰按
照海军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
八一军旗迎风飘扬，军乐队奏响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在飞行甲板检阅
舰艇仪仗队。随后，检阅舰鸣笛起航，在
护卫舰艇拱卫下，向阅兵海域进发。

此刻，人民海军48艘战舰铁流澎
湃，76架战机振翅欲飞，10000余名官兵
雄姿英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海上阅兵，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豪
迈亮相。

舰阵如虹、白浪如练……这挺进深

蓝的壮美航迹，凝聚了近70年来人民海
军的不懈奋斗，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巨大成就。

10时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域。海
军司令员沈金龙、政治委员秦生祥报告
海上编队集结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
始的命令。

伴随着激昂的分列式进行曲，受阅
舰艇按作战编组组成战略打击、水下攻
击、远海作战、航母打击、两栖登陆、近海
防御、综合保障等7个作战群，以排山倒
海之势破浪驶来。受阅飞机组成舰载直
升机、反潜巡逻作战、预警指挥、远海作
战、对海突击、远距支援掩护、制空作战
等10个空中梯队，在受阅舰艇编队上方
凌空飞过。水下蓝鲸潜行，海面战舰驰
骋，天上银鹰翱翔，汇成一部雄浑的海天
交响曲。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哨，
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志们
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
民服务！”习近平的亲切问候饱含深情，
官兵的回答铿锵有力。统帅和官兵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

这次海上阅兵，辽宁舰航母编队精
彩亮相，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
战飞机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后列装舰
艇占受阅舰艇一半以上。

检阅完海上编队后，习近平前往检
阅舰驾驶室，透过舷窗观看受阅编队航
行情况。舰艇编队乘风破浪、浩浩荡荡。

11时许，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
指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
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在中
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一路劈
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洋，
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的人民海军，正
以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党和人
民为英雄而光荣的人民海军感到骄傲和
自豪！

习近平要求海军将士们，全面贯彻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光荣传统，努力锻造听党指挥、政治过
硬的海上劲旅。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
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着
力构建现代海上作战体系，努力增强遂
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和水平。全
面落实战斗力标准，大抓实战化军事训
练，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听从党和
人民召唤，坚决捍卫国家权益，努力为维
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习近平表示坚信，人民海军一定能

够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新时代不断创
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赢得长时间的
热烈掌声。

海上阅兵结束后，习近平察看了辽
宁舰歼－15飞机起飞训练情况。轰鸣声
中，4架战机先后腾空而起，直插云霄。
尔后，习近平前往检阅舰海图室，在航泊
日志上郑重签名。

习近平对海军官兵一直牵挂在心。
中午时分，他来到水兵餐厅，同水兵共进
午餐，关切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生活
情况。检阅舰停靠码头后，习近平在前
甲板接见官兵，同大家亲切握手，合影留
念。官兵们簇拥在习近平身旁，充满了
幸福和喜悦。

分别的时候到了，全舰官兵依依不
舍。舰艇仪仗队再次在飞行甲板整齐列
队，以海军特有的礼仪向习近平致敬。

习近平的检阅为受阅部队开展实战
化军事训练注入了强大动力。受阅部队
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迅即开赴训练海
域，一场跨区实兵演练在海上全面展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主持阅兵。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
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加
活动。

第二十条 禁止使用下列渔具和捕捞
方法：（一）电力捕鱼、炸鱼、毒鱼、毒水禽、
鱼鹰捕鱼；（二）迷魂阵、密封阵、拦河大毫、
密眼网具、滚钩、镣业、灯叉；（三）省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规定禁用的其他渔具、捕捞方
法。 禁止生产、组装、销售用于捕捞水生动
物的禁用渔具和印刷、宣传、传授禁用的渔
具、捕捞方法。

第二十一条 禁止采捕、收购和运输
天然水域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亲
体、卵和苗种，因养殖、科学研究或者其他
特殊需要的，必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禁止捕捉、收购、贩运、销售青蛙。

第二十八条 第四款 非法采捕、收
购、运输天然水域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
动植物亲体、卵、苗种的，没收实物及违法
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捕捉、收
购、贩运、销售青蛙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
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5倍以下的罚
款。

第二十九条 侮辱、围攻、殴打渔政工
作人员，拒绝、阻碍渔政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公务，偷窃、哄抢或者破坏渔具、渔船、渔获
物，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节选）

第三十条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
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
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
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
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
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
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
标准，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使用或者限制
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最小网目尺寸以
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国务院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三十八条 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
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
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
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
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
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

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
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
的渔获物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制造、销售禁用的渔具的，没收非法制
造、销售的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
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
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
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第四十五条 未经批准在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内从事捕捞活动的，责令立即停
止捕捞，没收渔获物和渔具，可以并处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节选)

咸宁市农业局

本报讯 通讯员何浩、游凰玲报
道：4月9日上午，蒲圻办事处党委组
织4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前往茶庵镇
金峰山烈士墓群瞻仰革命烈士，缅怀
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弘扬民族
精神。到达烈士墓群后，金峰村党支
部书记刘书亮主持祭扫仪式，全体党
员干部向烈士默哀三分钟；向36名
革命烈士敬献花蓝和鲜花；聆听革命
烈士的英雄事迹。村党支部书记刘
书亮在主持仪式上说：通过瞻仰革命
先烈的活动，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地
提高“爱国主义、不怕牺牲、乐于奉
献”的精神。

仪式结束后，办事处党委安排近
2个小时的爬山活动，山高路陡，全体
机关干部自觉地参与活动过程，一路
开心，一路笑语，一路景色，一路畅
怀。活动中机关干部谈到近几天中

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战问题时，机关党
员干部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中国的
强大，才有我们幸福的生活；只有热
爱党，热爱国家，万众一心，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才能使我们的党永远立于不败
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整个活动紧张而又严肃，庄重而
又愉悦，通过这次活动，全体干部深
深地体会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我们国家的强大来之不易，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们只有做好自
己份内的事，自觉地履行好自己的职
责，增强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才能
真正提高干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蒲圻办事处

蒲圻办事处注重培养干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限期返岗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 号)、《全民

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人调
发[1992]18号)及省、市、县治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人员
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规定，经嘉鱼县档案局党支部研究，现就
在编不在岗人员限期返岗事项公告如下:

杨炼同志，你于2017 年9 月至今未到单位上班，单位多次
以电话、短信、微信方式通知返岗，而你至今未返岗。限你于公
告次日起60日内(即2018年6月12日之前)返回单位上班或办
理辞职、辞退、解聘等相关手续，否则作开除处理，核销编制，终
止你与单位的人事关系。

特此公告
嘉鱼县档案局

2018年4月12日

为加快推进我处新型社区建设，不
断加强社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经研究，
决定公开招聘社区干部。

招聘人数：13名(男5名，女8名)
报名时间：2018年 4月12日—18日
报名地点：浮山办事处305党建办

公室
联系电话：0715-8320878
详情请扫二维码关注“乐居浮山”微

信公众号。
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
2018 年4月 11日

储备干部 前途光明

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招聘公告

遗失声明
吴秋凤遗失通山县民生药店税务登记

证正本，证号：422326196810150041，特
声明作废。

通山县金宏家庭农场遗失转账支票
19 张，代号为：4020422509911151、4020422509911153-4020422509911154、
4020422509911160-4020422509911175，特声明作废。

杨爱群遗失赤壁市赤壁大道296号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22302600149088，特声明作废。

卢朝霞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964211021001383，特声明作废。
程四红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984211021000084，特声明作废。
咸宁众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2MA48YK9F12，特声明作废。
杜换金遗失嘉鱼县东方超市行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熊 美 香 遗 失 咸 安 区 农 家 一 锅 鲜 餐 馆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42230119820920572801，特声明作废。
匡红秀遗失咸安区星愿面包屋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1600105342，特声明作废。
匡红秀遗失咸安区永安怀德路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1600139702，特声明作废。
胡蓉遗失咸宁市温泉郭林路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22303600053262，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瑞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未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0份，发票代码：

4200134620，发票号码：01146627-01146636；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发票代
码：4200133140，发票号码：0773909-0773926，特声明作废。

湖北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金税盘，编号：44-66162526972，纳税
人识别号：91421222795938835J，特声明该金税盘及原领未开出的票据作废。

中托幸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21MA48BD3Y4T，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老实老食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1202MA48YNXMX6，特声明作废。

深圳宇创医药有限公司遗失湖北金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税专
用发票一份（抵扣联和发票联），发票代码：4200161130，发票号码：06166462，特声
明作废。

李琴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22600308759，特声明作废。

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左图：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右
图：习近平同长沙舰部分官兵合影。

据新华社电 南海点兵展示人民海军崭新面貌，领袖重
托催生无限奋斗豪情。接受习主席检阅的万余名海军官兵
一致表示，人民海军向前进，胜利航程党指引。要坚决听从
习主席指挥号令，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
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努力奋斗，
用实际行动把对党忠诚书写在波峰浪尖、无垠深蓝。

南海云飞浪卷，海军各型舰艇组成阵容齐整的“海上家
族”。7个海上战斗群和10个空中梯队组成新型舰机战斗编
队，绵延10余公里。“这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海军建
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集中展示！”水下攻击群指挥员、东部战
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支队长刘荣富说，“这是人民海军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阅兵，也是第一次以新型舰机组成作战
群编队形式组织阅兵。”

“再次接受习主席的检阅，无比神圣，无上光荣！”作为率
先接受检阅的战略打击群的一名战士，某潜艇基地一级军士
长马晓辉心情异常激动。5年前，习主席曾视察马晓辉所在
部队。今天，马晓辉站在舰桥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感慨地
说：“我要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冲锋姿态，苦练过硬本领，永远
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海口舰在习主席领航指引下，紧抓练兵备战，锻造听党
指挥、政治过硬的海上劲旅，我们一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
绩。”舰长樊继功说。2012年12月8日，党的十八大后，习主
席首次视察海军部队就登上海口舰，与官兵一起出海。5年
多来，海口舰官兵牢记嘱托，出色完成搜救马航失联客机等
10余项重大任务，被海军授予“护航先锋舰”荣誉称号。

接受统帅检阅，辽宁舰舰长刘喆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
感到十分幸运，赶上了伟大的时代，见证了人民海军的跨越
式发展，亲历航母建设的重大突破。我们一定再接再厉，为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贡献全部力量。”刘喆说，阅兵结束
后，辽宁舰将奔赴新的海域，开展实战化对抗演练。

厦门舰是航母打击群基准舰，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
后，全体官兵一致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就是强军兴军的
催征战鼓，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坚定理想
信念，弘扬光荣传统，努力把厦门舰锻造成能打仗打胜仗的
海上精兵。

某新型反潜巡逻机首次亮相阅兵场。来自南部战区海
军航空兵某师的三架战机紧密配合，双机间距不超过50米，
飞行员精细操作，米秒不差通过检阅舰。“我们一定加大创新
力度，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努力增强执行多样化军事任
务能力和水平。”副师长陈刚说。

去年长春舰访问20个国家，创造了人民海军一次出访国
家最多的纪录。这次受阅，官兵们感到无比自豪。大家表
示，一定要在远海大洋锤炼打赢本领，为构建现代化海上作
战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组成空中加受油机梯队和远
距支援掩护梯队亮相，受阅歼击机指挥员、某旅副旅长陈国
强说：“作为驻守东海一线的海空兵力，我们会把这次受阅转
化为练兵备战的热情，继续发扬‘海空雄鹰精神’，时刻听从
党和人民的召唤，坚决捍卫国家权益，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
稳定。”

受阅的和平方舟医院船被誉为海上“生命之舟”，先后多
次走出国门，赴37个国家和地区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接受
检阅后，官兵们围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展开热烈
讨论。大家表示，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实现“生命
之舟”的新跨越，续写“和平使者”的新华章，努力增强执行多
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和水平。

在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长白山舰飞行甲板上，300名陆
战队员持枪挺立，一些官兵曾参加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
兵和庆祝建军90周年沙场阅兵。站在排头的某登陆舰支队
支队长李向东说，近年来，人民海军两栖作战力量逐步实现
由近岸输送型向远海投送型、平面登陆型向立体登陆型、单
一功能型向多样任务型的转变，今天的海上阅兵，就是建设
世界一流两栖作战力量最生动的体现。

和平需要保卫，和平的世界需要强大的中国。受阅官兵一
致表示，接受习主席检阅是人民海军官兵的荣耀，海军将士一
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锻造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努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海军受阅部队官兵一致表示

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努力奋斗

习近平在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强调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