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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6月14日电（记者顾
瑞珍 陈键兴 许雪毅）第七届海峡论坛
14日在厦门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论坛
开幕式并致辞。

俞正声在致辞中首先受习近平总书
记的委托，向参加论坛的两岸同胞特别
是来自台湾的乡亲们致以诚挚问候。

俞正声说，本届论坛以“关注青年、
服务基层”为主题，充分体现了论坛面向
两岸基层民众的方向，彰显了“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

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60多
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就是两岸同
胞冲破隔绝藩篱、走向交流合作的历程，
也是一家人由分离隔阂重新走向交融交
心的历程。两岸同胞的交流，增进了彼
此理解，拉近了心理距离，为台海摆脱动
荡不安，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
强大动力，也拓展了两岸交流领域，丰富
了交流内涵，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

俞正声指出，“台独”分裂势力及其
活动破坏两岸关系发展，是阻扰两岸同

胞交流、实现心灵契合的最大障碍。我
们将始终如一地支持两岸同胞交流，坚
决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势力的阻扰破坏。继续推
动两岸同胞扩大交往，让更多台湾同胞
参与到两岸交流的大潮中来。进一步为
两岸同胞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包括对
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并适时实行卡
式台胞证。

俞正声强调，同胞之间的交流关键
要从“心”开始，促进心灵契合。心走近
了，海峡就是咫尺；心走远了，咫尺也是

天涯。希望两岸多举办促进同胞交流的
活动，尤其是贴近基层民众生活和情感
的各种交流，增加联系理解，交流生活感
情，拉近心理距离。对于思想认识的差
异，可以相互尊重，逐步聚同化异、增进
认同。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我们要
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为两岸青年交
流创造更多机会，让两岸青年早接触、多
交往，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成为共同打
拼的好朋友好伙伴，成为进一步促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力军。

俞正声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

岸关系的前途掌握在大家手中，两岸关
系的未来需要大家共同开创。只要两岸
同胞齐心协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
景就会更加光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梦想就会早日实现。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以及两岸
青年代表、台湾基层代表在发言中表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两
岸民众的共同心愿。两岸民众是两岸关
系发展的最有力推动者，两岸民众对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期待和追求，必能使
两岸关系行稳致远。

第七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 俞正声在致辞中强调

同胞之间的交流关键要从“心”开始
将对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并适时实行卡式台胞证

据新华社台北 6 月 14 日电（记
者何自力 李慧颖）中国国民党 2016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初选民意调查
结果 14 日揭晓：党内唯一参选的台
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 3 家民意
调查支持率均超过 40％，最后获得
平均支持率 46.203％，通过 30％的

门槛。
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宣布这一民

意调查结果并表示，将提报党中央提名
审核委员会研拟提名洪秀柱为下届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报请
中央常委会核备后，在7月19日提报全
代会通过。

民调过关

洪秀柱有望代表中国国民党
角逐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王宇、叶婧）
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畜牧业总产值
已超过2.9万亿元，人均肉类占有量达64公斤，直
接从事畜禽养殖的收入占家庭农业经营现金收入
的1／6，畜牧业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达583
家，占比达47％。

据介绍，目前我国畜牧业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达583家，占比达47％，畜牧业产业化
经营步伐加快。畜牧业“产加销”一体化、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加快推进，形成了一大批“企
业＋农户”、“企业＋合作社”、“企业＋基地”等形
式多样互惠双赢、利益共享的生产经营模式。

此外，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已成为保障畜
产品供给的主力军。2010年以来，农业部启动
实施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规模养殖
已成为保障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的主要力量。
2014年，全国生猪、蛋鸡、奶牛规模养殖比重分
别达到42％、69％、45％。

我国畜牧业总产值
已超过2.9万亿元

6月14日，家长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考点外
等候考生。

近日，全国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陆续展开。根
据教育部规定，今年全国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首次
在高考结束后进行，6月22日全面结束。全国共
有102所院校各自组织自主招生测试。

新华社发（周海军 摄）

全国高校
自主招生考试陆续展开

据新华社厦门6月14日电 第七
届海峡论坛·海峡妇女论坛14日在厦门

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第七届海峡论坛·海峡妇女论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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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名男婴，出生证编号:N460039320，

现声明作废。

▲李流春遗失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号

码:512222196406091271,现声明

作废。

▲东方市东河薄利商行遗失工商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9007600012718。声明作废。

▲临高县乡镇卫生院财务管理中心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39798132-8，特此

声明作废。

▲万宁祥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万宁国民村镇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5035801，声明作

废。

▲海南亿丰纸箱包装有限公司职工

林家炳锅炉证不慎遗失，现声明作

废。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秀村委会

太平村民小组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省汽车运输总公司临高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证 号 ：

46002810001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交一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51320，票号：00334787 至

00334800共14张，声明作废。

▲冯贤美不慎遗失保险执业证，证

号 ：

01000446000080002012000250

，声明作废。

▲杨佳慧不慎遗失山水绿世界项目4

号楼2单元1002房临时手签合同一

份，特声明作废。

▲赵艳艳不慎遗失山水绿世界项目4

号楼2单元1102房临时手签合同一

份，特声明作废。

▲高学学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6198206055126。会计从业

资格证，证号：46000000071273，现

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保和堂药店公章因损坏，

现声明作废。

▲潘家庆与招花夫妇于2013年10

月22日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出生一

注销公告
海南倍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拟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

美丽湾汽车租赁
海南省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车新齐全、提供日租、月租、年租
凭驾驶证、身份证、即可办理租车
电话：66757877 66666717

遗失声明
海南出版社图书发行部遗失营业
执照一正两副本，证件号码：
460000100689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明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副 本 ，税 号 ：
460027594922087，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9027000022382，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号：59492208-
7及公章，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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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嘉陵大厦写字楼优惠出租
国贸商圈高档纯写字楼，已装修

电话：68512878 68512890

儋州市蓝洋温泉规划
三面环湖四十二亩土地38万/亩
转让或合作,高铁年内开通,机场
建设在即,可作产权酒店、住宅。
王18389770885

减资公告
三亚豪中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原注
册资金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现减
至人民币壹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
变。特此公告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告
（2015）城执字第677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赵艳华与被执行
人房一龙、冯作春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拟裁定将位于三亚市
金鸡岭路明星公寓A栋【土地房屋
权证：三土房（2012）字第000675
号】601号房过户至申请执行人赵
艳华名下。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持
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提供相
关证据，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郭海春
0898-88866667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由南国都市报社、海南日报社发行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南国
卖报小行家”勤工助学活动即将启动。往届全省参与活动的中小学生
人数达到5000多人，深受广大学生与家长的支持。为了推动本届活
动的开展，本报将通过新闻版面、DM彩页夹投及进小区等方式，大力
宣传“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及支持本届活动的商家。为丰富活动内
容及增加学生活动礼品，我们面向全省开展招商活动，商家可通过现金
或物品等形式赞助和参与本届活动。欢迎爱心企业及各大商家踊跃参
与！来电咨询电话：66810583（张小姐） 66810754（王小姐）

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招商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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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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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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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主编：张成林 美编：张昕 专题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素有“琼台福地”
之称的琼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海口
的核心区，位于海口市南部，总面积939.9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9.83万人。

海口市琼山第二中学（原琼山市第二
中学）是原琼山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8月
在原琼山教师进修学校原址上创办的，占
地面积26669平方米，约30余亩，地处海
口市风光秀丽的红城湖公园畔，交通便利，
教育教学环境一流。

学校从创办开始，全体教职工形成这
样的共识：安全、舒适的育人环境是开展教
育教学工作的前提，教育教学的质量是学
校的生命。为此，学校始终把树立一流校
风，创建优质办学环境的工作放在首位，通
过加大德育工作力度，齐抓共管，初步形成
了“严教、博学、文明、创新”的优良校风，办
学水平得到社会和家长的良好评价，办学
规模从创办初的6个教学班300多名学生

发展至今已有48个教学班，教职工186
人，学生人数2346人。

近年来，该校在全国、省、市学科竞赛
中，共有15人次获国家奖，56人奖获省级
获，166人次获市级奖。尤其是2004年中
考该校有102人以优异成绩考取省市重点
中学，其中17位同学被海南中学录取，为
社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创造了琼山教
育的奇迹，铸造了琼山二中的办学品牌。

结合琼山区当前实际情况和教育发展需
要，琼山二中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优秀校长
一名、中学学科骨干教师三名，分别是历史学
科、地理学科、数学学科。具体条件如下：

应聘校长的条件：
1、基本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思想政治素质好，遵守国家法律和法
规，熟悉教育教学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
策，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
道德，具有与引进职位要求相符合的教师

资格和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近5年年度考
核均为称职及以上。身体健康，未出现过
违法违纪行为。2、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中学高级及以上教师职称。
年龄男53周岁以下、女48周岁以下，获得
特级教师称号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3、

具有10年以上（含10年）教龄，5年以上
（含5年）校级领导任职经历，近3年内任现
职校级领导。4、曾被县级（含县级）以上组
织、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评
为名校长、骨干校长、优秀校长及相当荣
誉；且任职学校被评为县级规范化学校。
5、近5年内所主持的教育教科研成果，获
得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奖励。

待遇：
1、安家费：40万元，特级教师的再加

10万元；2、优秀校长补贴：学年度考核为
优秀的每学年8万元、称职的每学年6万
元；3、提供周转宿舍，如符合有关条件，可
优先安排购买当地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
房）；4、要求将配偶工作关系调入当地的，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办理。已调入我省且聘
期在5年以上的，其户籍在我省的子女接
受基础教育和报考普通高校时享有与本省
户籍居民的同等待遇；5、调入我省前的工

作年限或参保缴费年限可按国家和我省的
相关规定衔接。

此外，招聘三名中学学科骨干教师，可
提供待遇：1、安家费：20万元，特级教师的
再加10万元；2、优秀校长补贴：学年度考
核为优秀的每学年4万元、称职的每学年3
万元；3、提供周转宿舍，如符合有关条件，
可优先安排购买当地保障性住房（经济适
用房）；4、要求将配偶工作关系调入当地
的，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办理。已调入我省
且聘期在5年以上的，其户籍在我省的子
女接受基础教育和报考普通高校时享有与
本省户籍居民的同等待遇；5、调入我省前
的工作年限或参保缴费年限可按国家和我
省的相关规定衔接。

招聘报名时间6月 15日-7月 5日，
可登陆海南省教育厅网站咨询报名。咨
询 电 话 ：琼山区教育局朱彪 0898—
65826136。 （菲菲）

琼山二中面向全国
招聘优秀校长一名、中学骨干教师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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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大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极大便利了两岸人员往来尤其
是台湾同胞往来大陆。

在台胞办理证件及签注方面，2004
年以来，陆续授权福建、上海、江苏、北
京、天津、重庆、浙江、广东、四川、辽宁、
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
南、贵州、云南、陕西等20个省区市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为在大陆的台
湾居民补换发5年有效台胞证。2008
年9月25日起，实行台胞证“一人一号，
终身不变”。

2011年，全面下调台胞来大陆签
注收费标准，总体降幅达50％。其中，
大陆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为台胞
办理1－5 年居留签注的收费标准由
100、200、300元人民币统一调整为100
元人民币。

此外，已入境台胞可在公安部出入
境管理局委托的县级公安出入境管理
部门申办1年、2年有效多次入出境签
注，符合规定者还可申请5年以内居留
签注。2012年，将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签注最长有效期由1年延长至2年且实
现按需申领。

在台胞口岸签注方面，先后在42
个城市设立43个台胞口岸签注点，为
未办妥入境手续直抵口岸的台胞办理

一次有效台胞证和3个月一次有效入
出境签注。

各类便利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
两岸人员往来规模近年来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1988 年，台胞来大陆约 45
万人次，2008年达436万人次，2014年
达537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1988年
仅几百人次，2008 年达 28 万人次，
2014年达404万人次。另据不完全统
计，从1987年两岸结束隔绝状态至今
年第一季度，台胞来大陆累计超过
8338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累计超过
1706万人次，合计两岸人员往来突破
1亿人次。

记者谈昦玄 康淼
（新华社厦门6月14日电）

多年来大陆便利台胞往来的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