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报考和参考人数约比去年下降10万人左右

国考“降温”的背后

2014年12月1日 星期一A06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李冰 美编：许丽综合中国新闻

■■■■■ ■■■■■ ■■■■■

典 当贷 款

供 求

房 产

遗 失公 告

温
馨
提
示

信
息
由
大
众

发
布
，消
费
者
谨
慎
选
择
，

与
本
栏
目
无
关


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海南日报广告中心 地址：金盘路30号
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 梁 昌 妹（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1197604120745）于 1999

年 10月 10日在海口市美兰区大

致坡中心卫生院出生女婴一名，其

出生证遗失，无编号，声明作废。

▲王海东遗失建筑电工特种操作

证，编号为：琼A012012000114，

特此声明。

▲汪广军遗失导游证，编号为：D-

4601-991903，特此声明。

▲胡杏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340521198701222022，特 此 声

明。

▲海口龙华多耀木业店不慎遗失

公章、私章（潘乃安），现声明作废。

▲ 海口龙华佳盛祥通信器材店遗

失中国移动通信铁通服务（电信专

用 发 票）发 票 税 务 登 记 号 ：

246001047150， 发 票 号 ：

00110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容不慎将型号 HG7205AAC4

雅阁牌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凭证

遗失，编号：14460166608，特声明

作废。

挂失人：林容

2014年11月29日

▲韩位佑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洋浦

字462000000545号，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七彩维迪斯服装店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

J6410014523701，组织机构代码

证：编号为：L4539027-9，特声明

作废。

▲羊二莲遗失身份证一张，身份证

号码：460003199310143425，现

声明作废。

▲海南詹尼游艇有限公司公章破

损，声明作废。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海口港澳开发区手续齐全46亩工

业 用 地 寻 求 合 作 ，电 话 ：

13976999659 雷先生

急变现 低价急售房产
国贸金龙小区三房两厅165m2，中

档装修。电话:13976249686

遗失声明
魏福登不慎将型号为：福田牌

BJ3042V3PBB-B5车，车辆号牌

号：琼ACH593号的车辆购置附

加费汽车缴费凭证遗失，号码为汽

车：11460062466号，特声明作废。

挂失人：魏福登

2014年11月29日

注销公告
屯昌槟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本项目位于海南西线海岸龙沐湾，

占地近400亩，一线海景，海岸线

狭长，手续齐全。即可开发建设。

电话：13136025175 王先生

仓库出租
富 康 路 仓 库 1500 平 方 出 租 ，

13876363238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在第27
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前夕，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北京
首家接诊艾滋病患者的佑安医院，考察
艾滋病防治工作，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慰问一线医护人员、基层防艾工作者和
志愿者。

李克强首先来到感染科病房，看
到这里一对艾滋病患者夫妇通过实施
母婴阻断措施拥有了健康宝宝，李克
强高兴地为孩子送上祝福。他说，艾
滋病可防可控可治，这个孩子给你们
一家带来了欢乐，也让更多患者燃起
生命的希望。我们已经决定，将一些

技术上成熟、成本可控、社会效益好的
防艾措施，在 2015 年底前推广到全
国，力争率先在孩子身上实现“零艾
滋”目标。

在被艾滋病患者视为心灵寄居地
的医院“恬园工作室”，社会组织负责人
和志愿者纷纷向总理介绍他们为艾滋
病患者服务的情况。李克强勉励说，战
胜病魔不仅需要科学的力量，也需要社
会各方给予关爱，它反映了社会文明的
程度。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防治艾滋
病的生力军，作用不可替代，你们将心
比心，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政府将更
多向社会购买服务。尽快启动建立社

会组织防艾基金，完善防治艾滋病等公
益性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让志
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营造全社会关注艾
滋、尊重生命的氛围。

随后，李克强与医学专家、基层防
艾人员、志愿者和国际组织代表座谈交
流。他说，艾滋病是人类重大挑战。防
治艾滋病，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智慧
和毅力。患者得了这个病，不仅身体和
心灵备受折磨，还可能受到歧视，他们
是最需要帮助和关爱的群体。经过不
懈努力，我国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这凝聚着广大医护工作者和社会各方
面辛勤努力和奉献。

当听到专家们介绍我国防艾面临
的新形势，李克强说，艾滋病防治政府
要承担主要责任，投入不仅不会减少，
还会不断增加。要结合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更有针对性地做好艾滋病预
防、干预和治疗服务，加大筛查力度，特
别要加强高危人群防治，力争在新一代
疫苗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

基层医务人员反映，艾滋病防治也
面临一些社会问题。李克强说，全社会
都要传播防艾的文明理念。不光要落
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给艾滋病患者平
等就业、看病的机会，更多要在精神上
给他们关爱和支持，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大家一同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听了两位国际组织代表发言，李克

强说，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在技术、
药物和资金等方面深化合作、分享经
验，为人类战胜艾滋病作出贡献。

临别前，李克强对围拢过来的医
护人员说，你们是防治艾滋病的中坚
力量，就像无数闪耀的星星，照亮了夜
空，让艾滋患者前行的路不再孤单。
前几天，国务院常务会已通过加强传
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护的意见，你们
首先要保护好自身的健康，政府也会
为医护人员更好地尽职履责提供保
障。

我国首次出口
世界最高速米轨动车组
时速可达160公里

据新华社长沙11月30日电（记者齐中熙 樊
曦）中国为马来西亚生产的世界运营速度最高的米
轨动车组30日在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
预计明年底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至怡保200多公里
的线路上运营，远期计划从新山到巴东勿刹900多
公里的线上运营。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清和介绍，
列车车头采用“子弹头”模式设计，在马来西亚米轨
铁路上以时速160公里奔驰，是目前世界上米轨动
车组运营的最高速度。

周清和说，我国轨道采用标准轨，而中国南车株
机公司依托为马来西亚研制城际动车组的经验，创
新设计了我国首列最高速度的米轨动车组，同时是
我国第一次出口最高速度的米轨动车组。

有关专家表示，它比标准轨道高速动车组难度
更大，因为轨道越窄，对列车运行的平稳性、走行部
分的转向架设计和车体强度等要求更高。

目前该公司已与马来西亚签订5个项目共98
列车订单，成为马来西亚轨道交通装备发展最大的
推动者之一。

今年中央第三轮巡视

13个巡视组已全部进驻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张晓松）经中央

批准，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文化部、环保部、
中国科协、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方航
空、中国船舶、中国联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东风
汽车、神华集团、中石化等13个单位进行专项巡
视。截至11月30日，中央巡视组已全部进驻上述
单位并召开动员会。

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1个月左右，
设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等，受理反映这些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下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
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政治纪律和选
拔任用干部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巡视组已开展四轮巡视，涉及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7家中央单位、6家中央企业和2
所部属高校，发现了一批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和突出
问题，形成了有力震慑。

李克强出席世界艾滋病日活动时强调

力争率先在孩子身上实现“零艾滋”目标

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实际参加
今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
用考试笔试的人近90万人，而去年是
99万人。本次国考招考有120多个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
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

人数创历史新高。
报考人数少了，岗位多了。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报考人员中，有3个职位报考比
例超过2000：1，比去年减少了7个；
报考比例最高为2674：1，比去年有较
大幅度下降。

这位负责人说，从今年报考情
况看，考生报名更趋理性。近几年
社会媒体对公务员职业的分析、报
道增多，考生对公务员职业有了更
进一步了解，跟风报名情况减少。
同时，今年招录机关按要求对招考
职位的描述更加具体，资格条件设
置更加详细，减少了考生的盲目报
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董克用认为，报考人数降低，也与人们
对公务员的一些误解消除有关系。“过
去不少人认为公务员收入和福利不
少，近年来，随着‘八项规定’执行力度
加大等原因，人们对公职人员有了更
清醒的认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
澜认为，基层公务员收入低、工作压
力大也是年轻人就业取向变化的重
要因素。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崔清
新 叶昊鸣）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30日
在全国31个省（区市）46个城市的
900多个考点同时举行，近90万人实
际参加考试，报名和参加考试的人数
均比去年下降了10万人左右。

据了解，今年考试共141万人通
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105万人网上
缴费确认参加笔试，近90万人实际参
加考试，参考率约为85.5％。去年共
有152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
其中，111.9万人报名确认参加公共科
目笔试，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99万，
参考率约为88.5％。

记者在北京市的考点之一——
北京服装学院的两个考场看到，均有

考生座位空缺。
据国家公务员局介绍，今年共有

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计划招
录2.2万余人，招录人数较往年有所
增加，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
例为40：1。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从报考情况看，政策导向明确，吸引
了大批具有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经
历的人员报考，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
生面向基层工作的政策也得到了较
好落实。广大考生诚实参考，文明参
考，考试秩序良好。

据介绍，2015年1月上中旬将公
布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分数线和第一
批进入面试的人选名单。

近90万人竞争2.2万余个岗位
2015年国考开考

11月30日，考生在安徽中医药大学考点查看考场信息。 新华社发

备受关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11月30日开考。从今年的情况看，不论是报考人数还
是参考人数都比去年下降10万人左右。

一度万人共挤独木桥的“公务员热”似乎出现了降温迹象。专家认为，这是公务员考试
回归理性的表现，也是社会形势和心理变化的反映。

从1987年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到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
布、2005年国家公务员法颁布，公务
员考试报考呈现平淡、热门、回归的曲
线。

董克用说，改革初期，人们对公务
员职务并不热衷，那时似乎更多人向
往的是经商。新世纪以来，公务员太
热不正常。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职
业，公务员不是越多越好。

薛澜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对市场和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更大
空间，对包括年轻人、普通人创业等
方面的程序大大简化。如果把公共
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视为就业的三
大块，其他两块则提供了更多就业空
间。

薛澜更关心报考人员的结构。

他认为，光看报考总数很难得出好
坏的结论，关心报考人员结构，关注
报考趋势变化，才能了解国家人力
资源配置是否合理，为今后的国考
以及公务员岗位设置提供更为科学
的依据。

新华社记者 崔清新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
宝义认为，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比较
严峻，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变化。而

且预期公务员福利水平不排除有增长
趋势，因此长期来看，公务员报考热的
局面不会改变。

专家认为，“公务员热”只要不“发
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温
度是正常现象，也是公务员队伍质量
的保证。

目前在我国700多万公务员中，
通过考试录用的已达40％。国家公

务员考试，经过20年的实践与发展，
成为党和国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

董克用说，公务员职位稳定，对于
喜欢稳定的人来讲，是个理想的选
择。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公务员也
是社会认同感较高的职业。

今年岗位多了，报考人数少了

如今就业空间更大更多元化

专家称国考“不发烧”属正常

11月29日，受新疆低槽和强冷空气东移共同
影响，甘肃省敦煌市出现降雪天气，鸣沙山月牙泉景
区银装素裹，美丽如画。 新华社发

雪后敦煌景色迷人

一批法规规章
12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2月

1日起，一批新的法规规章开始施行。
每个寄养家庭最多能寄养几名儿童？企
业安全事故最高会被罚多少钱？哪些制
售假药、劣药的违法犯罪行为将被从重
处罚？这些都在新规中得到明确。

福建武平

一百姓被误当野猪打死
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新华社福州11月30日专电（记者陈弘毅）记者
从福建武平县委宣传部获悉，该县日前发生一起误
将人当成野猪击中致死事件，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刑事拘留，其中一人系当地乡镇干部。

该县通报称，本月26日，武平县公安局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称：前期报案失踪的李某昌被其家属在
永平镇塔里村山上找到，已经死亡，身上有枪伤。

武平县公安局获悉情况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并
赶赴现场。经勘查检验，确认死者系李某昌，初步确
定为被猎枪击中致死。27日上午，其中一名嫌疑人
吴某标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供述了本月23日与武
平县城厢镇党委副书记修某开一起上山打猎时，修
某开误将李某昌当成野猪击中致死的事实。目前，
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从2014年12月1日起，铁路部门将用一周

的时间，逐步将铁路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

期，由20天延长至60天。

●12月1日，预售期由20天延长至30天；

●12月2日至12月6日，预售期每天再比前一日

延长6天；

●12月6日起，预售期延长至60天；

●据此推算，12月 7日，将提前60天开始发售

2015年铁路春运第一天（明年2月4日）的火车票。

新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12月1日正式实
施，其中寄养儿童的范围扩大，提出“对流浪乞讨
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开展家庭寄养”。

寄养家庭应具备的条件：
●有儿童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常住户口和固定住
所。寄养儿童入住后，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当地
人均居住水平；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在当地
处于中等水平以上；
●家庭成员未患有传染病或者精神疾病，以及其
他不利于寄养儿童抚育、成长的疾病；
●家庭成员无犯罪记录，无不良生活嗜好，关系和
睦，与邻里关系融洽；
●主要照料人的年龄在三十周岁以上六十五周岁
以下，身体健康，具有照料儿童的能力、经验，初中
以上文化程度；
●具有社会工作、医疗康复、心理健康、文化教育
等专业知识的家庭和自愿无偿奉献爱心的家庭，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2月1日起实施，明确了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

从重处罚的包括：
●生产、销售的假药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
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
●生产、销售的假药属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
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避孕药品、血液制品、
疫苗；
●生产、销售的假药属于注射剂药品、急救药品；
●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生产、销售假药；
●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
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生产、销售用于应对突发
事件的假药。

新《安全生产法》加大了对安全生产责任单位
的行政处罚力度，并普遍提高了罚款数额，有8个
处罚条款在原有罚款数额基础上提高2至5倍。
●一般事故，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大事故，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重大事故，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重大事故，处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
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罚款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
以下；
●重大、特别重大事故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实行终身行业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