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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ìí!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îzïð!河南卓越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ñòóô!项目1：儋州市青少年宫至农垦路市政工程（路
面和排水箱涵）；项目2：人民西路至雅拉河排水箱涵工程。=óõö!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市政工
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每个投标人限报一个项目。
=ó÷ø!由项目经理携法人授权委托书、项目经理的身份证、建造师
注册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技术负责人身份证、职称证，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拟投入本工程项目管理机构其他人员（造
价员、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资料员、机械员）的身份证、岗
位证；2009年以来完成至少一个类似房屋建筑项目业绩证明（合同
协议书或竣工验收证书）；儋州市有形建筑市场入场资格证；省外企
业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审原件交盖章
复印件）于2012年9月3日至7日17时，到儋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服务中心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ùúí!丁先生 66288389

l`®G

ëìí!儋州市教育局。ëìîzûü!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ñòóô�ýþ!儋州市思源高中二期教学综合楼工程，
1幢、地上5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为4884.70m2。=óõö!具备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
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ó÷ø!由项目经理携法人授
权委托书、项目经理的身份证、建造师注册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
证，技术负责人身份证、职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拟投入
本工程项目管理机构其他人员（造价员、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
料员、资料员、机械员）的身份证、岗位证；2009年以来完成至少一个
类似房屋建筑项目业绩证明（合同协议书或竣工验收证书）；儋州市
有形建筑市场入场资格证；省外企业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
机构备案手册》。（审原件交盖章复印件）于2012年9月3日至9月
7日17时，到儋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报名及购买招标文
件。ùúí!黄小姐 68502229

l`®G

ëìí!海口市秀英区教育局。îzïð!万隆建设工程咨询集团
公司。海口市秀华小学教学楼重建项目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市发
改函[2009]735号文批准。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出资比例100%。位于
秀华小学校内，一栋5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2797m2，建安费：
4467875元，工期：120日历天，ëìÿ!!土建、水电施工总承包。Û"

÷ø! 须具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
质，2009年至今独立完成过单项合同额400万元以上工程施工业绩，
质量合格，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二级以上注册建造
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
经理。省外企业须具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备案手册。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ö#$!于2012年9月4日至2012年9月24日，从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施工
图）。招标文件售价500元。}ö��%!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12年9月24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
心附楼3楼开标大厅。ùú&!卢先生65883719廖先生 68661609

l`®G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

所委托，就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备勤区基础配套

设施工程进行公开招标。建设规模：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

戒毒所-备勤区基础配套设施工程，招标范围建安工程施工总承

包，工期90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2年9月3日至9月7日上

午9：00到下午17：00到海口市国贸北路26号金茂大厦14楼

E2室报名。报名时须由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携带单位授权委托书

及身份证、建造师注册证及其安全生产考核B证（省外企业委派

建造师须为备案手册中所列的备案人员）、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

证及其安全生产考核A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

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企业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外省企业必须提供《外省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

手册》、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证（注：以上所有材料核原件收盖公

章复印件一套。）到场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

元，售后不退。企业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二级建造师及以

上执业资格，省外企业须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

案手册》。联系人：周先生68556335。

H`®¯

ñò&! >'O()* +:·:,-./Z0120ëì于

2012-08-30日 09：30：0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

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

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ñò34第一中标候选人：长沙市公路桥

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江西省宜春公路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际洲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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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2日 08：30：0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

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

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20É

2

ì=第一中标候选人：山东通达

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第

三中标候选人：江西安源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É

!

ì=第一

中标候选人：江西赣东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北京

深华科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 2012年09月03日至2012年9月 09日，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向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66713907。

招标代理：广州市穗芳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

H`®¯

,° 琼海市嘉积镇山叶居委会综合楼项目于 !"#!年 $月 %#日进

行了公开开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

评标工作，经评标专家委员会推荐，中标人为琼海朝阳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年 '月 %日('月 )日）内向

琼海市监察局投诉。电话 &$'$* +!$%%#,&

中标公示

1° 文昌市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文昌市汪洋新农村建设试验

区（一期）* 室外总体（景观广场）工程施工招标，已于 !&#!年 $月 %&

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²H`³´µ¶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H`³´µ¶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TH`³´µ¶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 %个工作日（!&#!年 '月 %日-!&#!年 '月 )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诉，电话：&$'$* +%%%&.$/。

l ` ® G

²°l`µ¶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局、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研究培
训学校。l·°�6¸¹º»¼¶乐东县教育局、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研
究培训学校干部职工经济适用住房工程。建设地点位于乐东县城，共 /

栋0 1 ,层，框架结构，建设面积 %%+&平方米，资金来源为单位自筹，计划
工期为 %%&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具体以施工图所
包含的工程内容为准）。T°½`µ¾¿ÀÁ?ÂÃÄÅÆÇ½`È¶投
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房屋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
师资格。É°E¸ÊËºJÌ¶!&/!年 '月 %日至 '月 ,日 /,：&&时止，
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招投标窗口报名，逾期不补，招标
文件每套 )&&元，售后不退。Í°E¸ÎÏÐÑ¶由项目经理本人携带法
定代表人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
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建造师证、身份证、外省企业同时由分公司负责
人到场提供驻琼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
案手册》，且项目经理必须是备案手册中的人员，以上证件核原件加盖
公章复印件。ÅÒµºPQ¶谢女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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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宣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初步建立"# 并提出到 !"!"年#!建成完善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年来#面
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党
中央%国务院着眼全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不失时机地推进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
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为促进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
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å²A#æfiçè¾é¨

êëìí*

十年来# 党中央% 国务院加快推进国有企
业%金融%价格等领域体制改革#市场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加快#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

中央企业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步伐#

中央企业从 !""# 年的 $%& 家减至 !"'' 年的
''( 家$!""! 年到 !"'' 年# 央企资产总额从
()$#万亿元增至 !*万亿元# 上缴税金从 !%!&

亿元增至 ')(万亿元$!"'!年# 有 +#家央企进
入世界 ,""强$

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到
!"''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 %"!$经过
重组#发电%民航%电信等行业形成了竞争性市
场格局#邮政行业实现了政企分开$

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 国务院先后

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
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改革非公经
济发展环境$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金融市场和金融
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十年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商
业银行和中国人保% 中国人寿等大型国有保险
公司基本完成股份制改革# 经营效率和发展活
力明显增强$股权分置顺利实施#中小企业板%

创业板市场% 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相继推
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年实现!贷
款利率管下限# 存款利率管上限" 的阶段性目
标#!"", 年进一步放开外币中长期存款利率#

!"'!年 &月放宽了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
利率上限$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年 (

月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
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年 &月进一步
推进改革#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汇率形
成的市场基础$外汇管理体制不断深化#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在试点基础上扩大到全国$

价格改革不断深化# 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
机制进一步完善$

!""&年#推进煤炭市场化改革(同年实施成
品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年出台成品油价
格和税费改革方案#配套推出成品油价格%燃油
税等项改革$

电价改革持续推进# 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煤
电联动的电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 居民阶梯电
价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同时#天然气价格%居民
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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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通过稳步推进行政管理%财税%农
村等领域体制改革#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场%

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政府职
能进一步转变$

!""#年%!""*年# 国务院两次实施机构改
革#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
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年以来#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
决定及其配套办法相继实施# 政府投资范围进
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继续扩大#投资主体
多元化%方式多样化格局基本形成$国务院先后
,次清理%取消%调整了 !'*#项行政审批事项#

占原有审批事项的 &"!以上$

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

年#公务员法施行#迈出公务员管理走向法制化
的重要一步(!""* 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
行#建设!阳光政府"提速$

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按照财力和事
权相匹配的原则#着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
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从 !""#年的 '%'!亿元
增至 !"''年的 '**,#亿元$

在部分省份先行试点基础上#!""+年起推
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探
索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 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
入预算管理#形成由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组成的有机
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部门预算逐步向社会公开$

增值税%油气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稳步
实施# 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制度进
一步健全$

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 农村发展活力进一
步增强$

党的十六大以来# 中央以统筹城乡发展为
主线#坚持推进农村改革创新#造就了!三农"发
展又一个黄金期$

!""&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每
年减轻农民负担 '##,亿元$以乡镇机构改革%农
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
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由试点推向全国# 到 !"''年
底#全国 %*!的乡镇进行了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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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着力推进教育%医药卫生%文
化%社保等领域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民生改
善和社会和谐$

教育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促进教育公平
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实施# 对约 ')#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
了学杂费和教科书费# 对 #"""多万名农村寄宿
制学生免除住宿费# 对中西部约 '!!*万名农村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

!""*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将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 约 ''&(万进
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

按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年*'#已启动 +!,项改革试点项
目#全面部署落实到 !"'!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目标$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迈
出实质性步伐#!看病难"%

!看病贵"初步缓解$

!""%年# 党中央%国
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
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提出
到 !"!" 年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明

确用 #年时间推进 ,项重点改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年多来取得重要阶段
性进展#尤其是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显著
成效$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效率明显提高#基本药物价格明显下降$

社保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社会!安全网"和
!稳定器" 作用有效发挥$!"",年起将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到个体
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年启动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两项试点到 !"''年底扩大到全
国 &"!的县)市%区*#!"'!年内实现全国范围制
度全覆盖$

不断健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 先后
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城乡
医疗救助制度%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
助体系覆盖城乡#有效保障了 *'""多万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党的十
六大以来#我国各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制约科
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破除$今后#中国将
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加快推进各领域改
革#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

)35PAQ

$

"

!

RE.

)+ST}U!

56789:;<=>?@

V35PW¨

$

"

!

RE !!

"#$"

*(岁的李文祥老人吐字已经
不十分清晰#但谈起自己当选十八大
代表# 他迅速亮起的眼睛和表达的急
切让人忘记了他的年龄$

!高兴得不得了+党和政府没有忘
记我这个老头子$"

在长达 ,"年的时间里#李文祥只
是河南省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一个普
通的庄稼汉#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传奇
的前半生才呈现于世人面前$

'%&!年#国家号召干部精简下乡
支农#这位参加过渡江%淮海等 '"余
次重大战役%多次荣立战功的英雄再
一次身先士卒$他说,!我是党员#吃亏

心安#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务$"

乡亲们提起李文祥# 一个个打心
眼里敬佩$ 村民董明亮说,!作为战斗
英雄#不要国家照顾#扎根农村%默默
奉献#他是俺北街的骄傲$"在女儿李
金英眼里# 他和村里的大爷大叔没什
么两样#从不以战斗英雄自居$

'%!,年#李文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
家#!!岁正式参军加入华野 '"纵#在济
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场上屡
建奇功#特等功%一等功的军功章和奖状
装满了布包$'%,&年# 他转业安置到福
建省建设厅工作#身份为国家干部$

!在那干着没滋味$"*(岁高龄的
李文祥一开口# 嗓子眼一颤一颤像有

东西堵着#但精神头儿十足#讲得绘声
绘色#!当时听说国家有困难# 要求干
部支援农业# 我就写报告$ 负责人说
-没你的事.#我说-咋没我的事啊#我
不是干部啊.+"

'%&!年#李文祥带着妻子返回范
县老家# 从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变成
了种地的农民# 仅有的资产是生产队
给的 #分自留地和 ',公斤麦子$!没
锅没灶#日子苦啊#"生活条件再恶劣#

李文祥的赤子之心从未更改#!为党为
人民#吃点苦受点罪怕啥/"

李文祥先后担任生产队长% 村委
会主任# 带领村民开挖水渠% 复耕农
田%推行稻改#不到两年时间#就把亩
产一二百斤小麦的盐碱地改造成了亩
产 !""多公斤的稻田$

上世纪 &" 年代末#!放卫星"盛
行# 时任生产队长的李文祥始终不肯
昧着良心说瞎话# 如实上报的粮食产
量总排在报表最末位# 因此受了不少
委屈# 但生产队社员们的吃饭问题在
村里解决得很好$ 谈起李文祥的一身
正气#上点年纪的村民无不肃然起敬$

为集体利益鞠躬尽瘁# 李文祥自
己的小家却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

董明瑞等几个知心的老伙计知道
他当过兵#好心劝他,!你作出过贡献#

咋不去找国家要求照顾啊/"李文祥不
以为然,!照顾啥/ 咱的条件比很多人
还强呢$"女儿曾偷偷拿他的复员军人
证去民政局领补助# 李文祥知道后狠
批一顿#嫌给政府添麻烦$

,"年来#李文祥扎根农村#再苦再
难没向国家伸过手#更没炫耀过自己的
功绩#用沉默和奉献书写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赤子情怀$他先后被评为全国道德
模范%全国 ,"名优秀共产党员之一#全
社会掀起了学习李文祥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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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连日暴雨影响#*月 #'日
下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
境内突发重大洪灾险情$在抢险救援
中#武警四川总队凉山州支队四中队
排长王斌% 上等兵周康壮烈牺牲#上
等兵王东海失踪$

*月 !%日以来#凉山州普降暴雨#

安宁河水暴涨$#'日 '!时后# 冕宁县
泸沽镇北侧安宁河上的一座老桥及南

侧的泸沽铁路大桥相继出现断裂和溃
堤# 镇内 #""多名群众受困$'!时 !,

分# 担负泸沽铁路大桥守护任务的武
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四中队 !'名官
兵在中队长严春阳带领下# 前往泸沽
镇担负疏散和转移群众任务$

经过 +个小时全力救援#官兵先
后解救被洪水围困的 ' 名孕妇%' 名
老人和小太阳幼儿园 ## 名儿童#转
移群众 #&"多人$'&时 #"分#救援官

兵发现一名老人在居民
楼顶呼救# 排长王斌带
领 + 名战士身着救生
衣# 携带 '具 ')!米直
径的汽车轮胎前往营
救# 在涉水行至救援点

前 ,"米时# 河道北侧的老桥拦河堰
突然发生垮塌#瞬间形成巨大回流洪
峰#将 , 名官兵卷入河道$由于河水
湍急#官兵迅即被冲往下游$经转移
后的群众全力救援#其中#士官刘旭
全%张挥在下游获救#中尉排长王斌%

上等兵周康被打捞上岸后经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 上等兵王东海失踪$目
前#军地千余名救援人员正全力搜寻
失踪战士王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