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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电脑确认!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

&&

在我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东线公路

'#

公里处
!!(!!)*#%+

"

,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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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农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参考价"

'(%

万元!竞
买保证金"

#&&

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

年
#

月
#'

日#

注意事项%$#

% 红旗镇
##'##()*+,

!农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
物在抵押后已被执行人出租& 执行中对案外人提出解除对该地的查
封请求已被省高院裁定驳回&该地上附着物没有产权证明!法院不负
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

%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到账终止时间"

!&#&

年
#

月
#'

日下午
%

"

&&

!保证金交纳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新华支行!帐号"

!!&#&!&-!+!&&&-(!&.

&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

号龙珠大厦
.

楼
/

座
联系电话%..($$%(( $--!!""%($(

委托方监督电话%$*+"(%('*-"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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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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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

海口市白沙门下村
+*

号省边防局宿舍第
.

栋
'"'

房
$产权证号

01""("('

%的房屋所有权人刘家训'海口市白沙
门下村

+*

号省边防局宿舍第
%

栋
'"!

房 $产权证号
01""("%-

%的房屋所有权人兰先祥'海口市金坡路
+

号省边
防局宿舍

/

栋
("!

房 $产权证号
01""("-%

%的房屋所有权
人陈长富! 这三户房屋所有权人声称其房屋所有权证已遗
失!现向本局申请补发!若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日内
书面向本局提出!期限届满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海住建房
-"$$%.!!/

号

%789!"4:#;!"#$

受委托! 我司兹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

""

在本公司
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附近

!"*"

亩
土地!可作庄园开发!参考价"一亿二千万&

<=>?@!

自公告之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

年
!

月
'

日下午
$.

"

""

前! 到本公司
了解详情!凭有效身份证明并交纳二千万元竞买保证金$以到帐
为准%!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AB!

$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

亩土地'

!

(海南省儋州市木棠开发区
$%"

亩土地&

#;CD!

海口市世贸东路
!

号世贸中心
2

座
$&

楼
EFG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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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
海南浩天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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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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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椰岛集团自本月
$'

日起陆续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全面升级换
代的海口大曲征评活动以来 ! 手机专线

$%$&*++****

以及邮箱
34567)8,9:4;#.-)<7,

收到了大量来自于社会各界对全面升级换代
后海口大曲的评论稿件& 现将入选的评论稿件进行刊登!请入选者
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到海口市龙昆北路

#-=$

号椰岛办公大楼+华天
大酒店旁%

+&(

室领取,海口大曲知客酒-礼品券.后兑换知客酒一
瓶& 领取时间"

!&&+

年
$!

月
!+

日/00

!&$&

年
$

月
$.

日&

海口大曲$让我们在白酒生活中享受人生

海口四中 王开杨

中国白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白酒从
来都不是一项简单的消遣饮料! 它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紧密相联"

我们品尝白酒!事实上很大程度是在消费文化!我们的祖先用酒来
表达中国人保守的情谊!离愁别歌写就的诗篇!成就了无数流传千
古的佳话'中国的酒文化与中国的古代音乐(戏剧(书法艺术(绘画
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典故'醉拳(药酒更在酒文化中融入了中国独有
的武术(中药中医等&

白酒是一种艺术!是充满现代生活乐趣的享受& 一杯白酒让自
己仿佛置身于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让我们分享亲朋好友们齐聚身
边的无忧欢愉!甚至还有那份飘扬过海的1缘.徜徉于心&海口大曲!

让我们在白酒生活中享受人生!品味一种缘!一份真'体味生命的美
丽(精彩22

题海口大曲

退休员工 郑桂莲

海口大曲
>

历史久远&琼浆玉液
>

火热情怀&质朴纯正
>

入口醇香&

揖客自饮
>

助兴养生& 包装艺术
>

古典时尚& 意趣雅致
>

品味鉴赏& 不

求闻达
>

愿君相伴& 对酒当歌
>

其乐陶陶&

用知客做定制婚宴酒$一举多得

北洋律师事务所 周静然

我下个月结婚!本来还在为用什么酒而烦心!可最近看到海口
大曲广告中提到的婚宴定制酒的创意!觉得挺不错的& 我选择了用
海口大曲知客酒作为婚宴酒& 红色包装显喜庆!配上婚纱照最适合
不过了& 这样一来!婚礼会生动很多!并且还可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况且结婚的那天很多朋友也都是第一次来海南!也让他们尝尝海南
本地的特色酒!真是一举多得&

儒法堂价钱虽高$但有收藏价值

湖南鑫源贸易公司 郎华

海口大曲全面升级换代后!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儒法堂酒& 大
红瓷身与鎏金莲花一体!还有点像景泰蓝!实在太漂亮了3但是他的
价位却在茅台和五粮液之上!我觉得海口大曲的品牌高度还没有达
到这个境界!未免会让消费者有些望而却步& 但作为艺术品来收藏
还是不错的!我就收藏了两瓶&

全新的海口大曲真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普通市民 赵小亮

上次朋友聚会!一起品尝了海口大曲古调酒!觉得很不错& 1古
调.这个名字起得很好!配上1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相得益彰!很
有古典的韵味& 全新的海口大曲真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机会我
也要尝尝其它的三款酒&

入选评论将陆续刊登$敬请关注&

?@A

订购热线"

..%- !+** $%$ &*++ ****

%&JKLMNOPQRSTUVWIS

'''全面升级换代后的海口大曲品评稿件选登(三"

XYZJ[\]^_

二层有部分商铺位

X̀ abcd

(有经商服装专卖优先"

#$%&

个体大世界商场临街商铺原租户定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 有意续租者前到现场办
理签定合同手续&否则原有优先租赁权作为自动放弃!本
公司将对外公开招租3

特此告知
海口金佑德实业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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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加大统筹城

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作出了

全面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着眼于推动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也着眼于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巩固农村发展好形

势%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蕴藏着扩

大消费需求&推进结构调整的巨大潜力$在夺取应对

金融危机冲击新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

时刻%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夯实'三农(发

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对整个国家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

严峻$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使得农业生产再上台

阶的制约增多% 农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加

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提高%破除城乡二元

结构的任务加重$这就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在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方面

迈出新步伐%实现新突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

确指出% 我国已进入加快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加大

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必须

牢牢把握加强'三农(这个

根本立足点% 牢牢把握推

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这个重要着力点%牢牢把握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个战略着眼点%牢

牢把握城乡改革联动这个关键切入点$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要牢牢抓住这四个要点$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

发展中大国来说%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

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

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 坚持把统筹

城乡的立足点放在加强'三农(上%就是要使国民收

入分配真正向'三农(倾斜%把公共事业发展的重点

切实放到农村%让改善民生的举措更多惠及农民$

长期以来% 我国的资源要素配置总体上是向城

市倾斜的%这种状况导致了工农业发展失调&城乡发

展失衡$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将政府的公共资源

更多地投向农村%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

要加快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激励机

制%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聚集$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特点和必由之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

化%一方面要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增强城镇

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城镇化成果更多惠及农

村和农民$同时%要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公共事业%

让留在农村的人能够安居乐业%为城镇化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长期形成的城乡

二元体制$破除体制壁垒%势必触及深层次矛盾%必

须城乡联动%统筹谋划%加大改革力度%抓紧在关键

环节上实现新突破$ 要把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有

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作为城乡改革联动的突破口%让

进城农民工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权益$

明年我国'三农(工作

的基本思路是 '稳粮保供

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

筹&强基增后劲($这就要

求继续抓好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生产% 坚决防止粮食

生产出现滑坡) 千方百计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防止农民收入陷入徘

徊)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坚决

防止在统筹城乡中忽视和放松'三农(的倾向显现

抬头)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坚决防止农业农村发

展好势头发生逆转$

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

求% 改善农村民生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

内容%扩大农村需求是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建设现

代农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任务% 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的持久动力$只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农业

的基础地位必将得到全面加强% 农村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必将得到全面发展% 农民生活必将得到更好的

保障和改善%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迎来崭

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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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今年战胜

多重自然灾害$ 粮食

生产再夺丰收) 据河

南省政府提供的数

据$ 全省今年的粮食

总产量达到
!"#$

亿

斤$实现连续
/

年增

产* 连续
!$

年居全

国第一)

这是河南省商丘

市梁园区组织联合收

割机为农民抢收小

麦)

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

由天津工业大学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中

心自主研制的
012

照明灯具$比普通灯具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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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在国内众多

示范工程得到应用$并出口到美国*欧洲*印

度等地) 新华社记者 刘海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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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春在出席仪式时强调$积极拓展互联网

传播新领域$不断扩大主流媒体覆盖面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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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车辆在大雾中缓慢前行)

当日清晨$ 江西南昌市出现低温大雾天

气$能见度低$导致市内交通拥堵$给市民出

行带来不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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