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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消防官兵在事故现场救援。
当日16时，吉林省集安市凉水乡境内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吉林延吉新世纪旅行社一辆大巴车
从延吉市前往丹东市途中，在集丹公路52公里处
外岔大桥发生事故，掉至桥下。据了解，车内载员
28人，其中韩国人26名，另有一名司机和一名导
游。车上28人已全部救出，在送往医院途中和在
医院救治过程中，相继有10人死亡。吉林省相关
领导及相关部门人员已紧急赶往现场。

新华社发

吉林旅行社大巴坠桥
车上载有26名韩国人。车祸致10人死亡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7月 1日表决通过了新国家安
全法。专家对其五大亮点进行了梳理
和总结。

亮点一
综合性、全局性、

基础性的国家安全法

新国安法在总则中明确了国家安
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等概念。

“与传统的安全观不同，新的国家安
全观还包括非传统领域的安全，目标是
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
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
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清华大学
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说。

亮点二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新国安法强调，国家维护国家基本
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
障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
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安全。

该法同时明确，国家建立国家安全
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可
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
和关键技术等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王振民说，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讲，这
一制度的设立意味着规则将更加清晰明

确，为我国外商投资，包括中外贸易创造
了更加健康有序的环境。

亮点三
确保文化安全

法律明确，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
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

针对关于这一规定会否限制言论自由
的担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
法治战略研究部主任李忠认为不必要。他
说，现在人们反映最强烈的不良文化是指很

多宣扬暴力、仇恨、色情、恐怖、国家分裂的文
化传播，因为这样会导致社会极其不稳定。
比如宣扬民族仇恨情绪的做法，在很多国家
也是入罪的，任何国家都不会任其泛滥。

亮点四
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新的国安法规定，国家建设网络与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并加强网络管理，防
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
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
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部法第一次明确了‘网络空间主

权’这一概念，这可以理解为国家主权在网
络空间的体现、延伸和反映。”王振民说。

亮点五
为太空、深海和极地等领域
国家安全提供法律支撑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国家安全法草

案二次审议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不
少人认为太空、深海和极地这些“战略新
疆域”有着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国家利益，
也面临着国家安全威胁和挑战，应当将维
护这些领域的安全任务纳入国家安全法。

新的国安法规定，国家坚持和平探索
和利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
增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
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
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
利益的安全。 记者 崔清新 王思北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新国家安全法5大亮点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日前，经四川省人
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检察院依
法对四川省绵阳市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李炜（副厅
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
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川绵阳市市委原常委、副市长

李炜被立案侦查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2015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
作的通知》，2015年海南大学继续面向全社会招生。海南大学作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目前海南省唯一的公共管理硕士
（MPA）培养单位。据统计，我校MPA研究生 95%以上来自政府、党
群、事业、军队等公共部门与机构。

培养目标及报名条件：公共管理硕士（MPA）被称为“高级公务员
的摇篮”，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广泛认可。为鼓励国家公职人员报考，人
事部于2005年专门针对MPA报考发出通知（国人部[2005]52号）。

报名方法及程序：2015年6月23日—7月11日，登陆:http://www.
chinadegrees.cn/zzlk生成并打印《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
登记表》。2015年7月12日—15日到指定地点现场确认。2015年10
月16日后登录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

考试及录取：考试科目为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和外国语，考试时间为
2015年10月25日。录取分数线由海南大学自主划定，结合复试择优录取。

备考及复习：详情请到 http://www.hainu.edu.cn/mpa 查看；咨询
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联系人：张老师、杨老师；微信公众号：
MPA-66292663 http://www.hainu.edu.cn/mpa 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楼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简章

招标公告
本单位要采购一批办公电脑及配

件，现向社会公开招标，请具有相应业

务资质、经验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5

年7月3日前来报名。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66810738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
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
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
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5860290

海口市国土局
2015年7月2日

产权申请人

王亚芳

土地坐落

海口市琼山区
桂雅园新村第
七排18号

用地面积

161平方米

权属来源

琼房地字第135号《合同书》、琼
山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1989年
7月 3日收据：地收字135号、
1990年8月3日收据NO：135号

原土地使用者

琼山县房地产
开发总公司
（琼国用[1990]78号文）

更正公告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于2015年6月26日在

《海南日报》B08版刊登了“儋州市两个建筑用砂
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其中，1号采矿权“儋州
市海头镇珠碧江加兰村河段建筑用砂矿”的坐标
更正为“X=2153098.28，Y=36603354.58……B30、
X=2153098.74，Y=36603353.67”（西安80坐标，详
见出让手册）。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5年7月2日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根据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52-8号执行

裁定书，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7月17日下午3:00在我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1、海口市海德路1号耀江花园小区的B1栋2-1605号房屋【房
产证号HK156702号，建筑面积44.92平方米】与B1栋2-1606号房屋【房
产证号HK156705号，建筑面积118.01平方米），参考价：125.4529万元。
竞买保证金：30万元。2、海口市海德路1号耀江花园小区的C1栋1-703
号房屋【房产证 HK225797 号，建筑面积 160.55 平方米】，参考价：
127.3423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情况说明：过户税、费按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瑕疵说明：1、原房屋使用人将B1栋2-1605号房和2-1606号
房合并成一套房，改变了原户型布局。2、上述三套房屋的房产证及房产登
记信息中未载明土地证号及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本院不负责办理该
三套房屋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15日11: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15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
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
南一中法拍字第29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8号诚田大厦A座14B室
联系电话：68570895、18089807131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710期）

受委托，定于 2015年 7月 10日上午 10:00在我司按现状净价公开
拍卖16辆旧机动车，参考价：47.3万元/整体，详见下表：

1
2
3
4
5
6
7
8

琼AD7182
琼AD9037
琼A14350
琼AH5768
琼A20185
琼AD9023
琼AD9209
琼A21878

别克

北京现代

柯斯达

丰田霸道
金杯

北京现代

北京现代

金杯

200611
200612
200701
200206
200601
200612
200612
200201

琼A11492
琼C81966
琼A16562
琼B18661
琼B18639
琼C41369
琼C25085
琼D02229

金杯

猎豹

沈阳金杯

别克

北京现代

现代

北京现代

丰田牌

200312
200309
200801
200701
200701
200612
200612
200803

序号 车辆号牌 品牌车型 登记日期 序号 车辆号牌 品牌车型登记日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整体；标的展示时间：2015年7月3-9
日。展示地点：海口市金洲路22号金贸停车城六楼。特别说明：本次拍
卖采取整体、净价、现状（含瑕疵）拍卖的方式。买受人自行办理产权过户
手续，车辆的违章扣分及罚款以及过户过程所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承
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9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打入海南冠
亚拍卖有限公司帐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
46001003536053001593并办理竞买手续。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
号新达商务大厦28层。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008983855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万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代理：江西银信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万宁市东山河绿化带仁里段工程；工程概况：万
宁市东山河绿化带仁里段的室外道路、休闲广场、停车场；亮化工程；室
外给排水、绿化、照明等市政综合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范围：施工总
承包；监理招标范围：施工阶段监理和保修阶段监理；施工投标资格要
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成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监理投标资格要求：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资质，总监理工程师须具有市政公用工
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证；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2015-07-02 08:30:00 至2015-07-08 17:30:00（法定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下同），在 http://218.77.183.48/htms购买
招标文件。其他具体事宜详见2015年7月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万宁市人民政
府网的招标公告信息。联系人：朱先生，联系电话：0898-68500361。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 年7月17日下午3
时在本司拍卖厅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环东路
东侧的11333m2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屯国用（2009）第13-00246
号]参考价：513.16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使用情况说明：有
活动板房（非土地使用权人所有）。

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15日17：00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 年7月15日17：00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以款到账为准），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
单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
行；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按顺序填明：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11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第七、八层
电话：66531951 13876755188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11号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秀英部队第10号仓库档案库货架采

购。
三、资质要求：
（一）必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二）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完善的经营管理机

构，有与本项目相适应的技术能力。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
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

办公楼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陈先生
八、联系电话：0898—66773775。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省农行2015年营业办公电子设

备。

三、资质要求：
（一）必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件（要求提供加盖公章复印件，原件备查）;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完善的经营管理机构，

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

（三）供应商如不是制造厂商，须获得并提供制造厂商

出具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原件或具备制造厂商授权的经

销商资格（要求提供加盖公章复印件，原件备查）;

（四）供应商如不是制造厂商，需提供制造厂商出具的

保修承诺函原件（要求提供加盖公章复印件，原件备查）。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

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

办公楼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陈先生

八、联系电话：0898—6677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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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军工白马股机会尚存
暴跌凸显买入良机

(H02)
(H04)
(H10)

海南药企上市步伐提速
“十三五”期间力推20家药企登陆资本市场

三亚地税：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风向标

海南股交中心5家挂牌企业现场路演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1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家
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号主席

令予以公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关于
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

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批准《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多边税收征
管互助公约》的三个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批准2014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

2014年中央决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国家安全法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崔清
新 王思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五次会议1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根据
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决定任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等，
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
该决定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决定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
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
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
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
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
进行宪法宣誓。

这其中，包括全国人大选举或决定
任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国务
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
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
长、秘书长，国家军委主席、副主席、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

相较于6月24日决定草案提交本
次常委会审议时规定的65字誓词，通过
的决定无论从字数上还是内容上都做了
调整。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韩晓武说：“这恰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立法民主的表现。”
他解释说，常委会委员在审议草案

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
很多建议是关于修改誓词的。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按照法律程序，根据委员
们的审议意见将誓词修改为现在的表
述。

我国明年起实行宪法宣誓制度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1日表决
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
平签署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法律
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
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
任务进行了明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国家安全法共七章，对维护国家
安全的任务与职责，国家安全制度，国家
安全保障，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等方
面进行了规定。

该法明确了国家安全的定义，即国家
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
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

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法律还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
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
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
全道路。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方面，新
法要求，国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略高新技术和
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加强知识产
权的运用、保护和科技保密能力建设，
保障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全。国家建
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
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

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
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
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
可控。

“国家建立统一领导、协同联动、有
序高效的国家安全危机管控制度；健全
国家安全危机的信息报告和发布机制。”
新法要求，国家安全危机事件发生后，履

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
应当按照规定准确、及时报告，并依法将
有关国家安全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管控
处置及善后情况统一向社会发布。

“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遵守宪法、
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等维护国家安
全的义务。”新法同时明确，公民和组
织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行为受
法律保护。

此外，为提升全社会的国家安全意
识，新国家安全法将每年4月15日定为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通过多种形式开
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新国家安全法7月1日起施行
每年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解
读

7月1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
良（右）指出日制上海虹口地图上的慰安所分布。

近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师范
大学举行题为“血色残阳‘慰安妇’——日军性奴隶
历史记忆”的展览，披露上海抗战时期166个慰安所
分布图以及相关研究史料。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上海抗战时期
慰安所分布图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