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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2015年9
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智利强烈地

震向智利总统巴切莱特致电表示慰问。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发生强烈地

震，造成人员和财产严重损失。我谨代表
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

不幸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遇难者家
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我相信，

在总统女士和智利政府坚强领导下，智利
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就智利强烈地震造成人员和财产严重损失

习近平向智利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张晓松）为实
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全覆盖，今年年
底前，中央纪委将再新设部分派驻机构，并对保留
的派驻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是记者日前从中
央纪委了解到的。

派驻监督是党的自我监督的重要形式。中央
纪委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委派出，驻在中央一级党
和国家机关，履行党的纪律检查职能。党的十八
大前，中央纪委已向50多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
关派驻了纪检机构。

去年底，中央出台《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
机构建设的意见》，对派驻机构的职能定位、设置
形式、工作关系等进行了改革创新，并在中央办
公厅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7
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归口
监督50多个部门和单位。至此，中央纪委共向
58家中央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归口监督102个部
门和单位，向实现对中央机关派驻全覆盖迈出重
要一步。

目前，加强派驻机构建设各项工作正在继续
推进当中：7家新设派驻纪检组已经顺利组建并
开始发挥重要监督作用。

中纪委年内将
再新设部分派驻机构

新华社北京 9月 20 日电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
发展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出席。

会上，国资委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铁道建
筑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济南二机床
集团等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发
了言，谈了企业当前运行、调整结构、改
革创新的情况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
了相关建议。李克强认真听取他们的
意见，不时插话与大家讨论。

李克强说，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为
推动发展、改善民生、提升国家综合实
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存在体制不

顺、机制不活、管理不善等问题，今年以
来受各种因素影响，又出现总体利润下
滑、亏损增多。要充分认识国企改革发
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准确把握和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的有关精神与部署，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着力推进国企改
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
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坚持和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李克强指出，国企改革要以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最终成效也要
体现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国
有企业要把深化改革与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有机结合，围绕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主动担负起促进产业升级、扩
大有效需求、提升经济竞争力等重任。
要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优化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推动企业兼并重
组，抓紧处置“僵尸”企业、长期亏损企
业和低效无效资产，提高国有资本配置
和运行效率，加快技术改造和内部挖
潜，减少亏损、扩大盈利，增强企业活
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促进
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改善。

李克强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把国企改革与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紧密结合。“双创”不仅是个体和小微
企业的兴业之策，也是大企业特别是国
有企业的兴盛之道，是我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新动力之源。要依托“互联
网+”，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

台，汇聚企业员工和全社会创新力量，
通过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变革，使企业
创造活力迸发、创新能力倍增。要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弘扬企业家精神，壮大
企业家队伍，依靠广大员工共同努力，
推动国有企业在改革创新中实现更大
发展。

李克强说，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
进深化国企改革。国有企业要抓住国
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开展国际产
能合作的机遇，充分利用中国产品性价
比好、建设能力强等优势，主动对接国
际市场需求，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与合
作，在竞争中创出品牌，在进一步扩大
开放中加强合作、拓展空间，实现企业
发展水平跃升。

李克强指出，国企改革涉及面广，
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各地方各部门要共同营造良好环境，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持续推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要落实《公司
法》要求，推动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提高各类监督和监管的有效性，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使企业真正成为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
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要加
快制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配套
政策和鼓励企业创新发展的举措，对
需要试点的应支持企业积极探索，建
立合理的容错机制，分类推进，因企施
策，形成合力，推动国企改革发展取得
更大进展，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
向中高端水平作出新贡献。

李克强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抓紧处置“僵尸”企业

根据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4）浏执字第02421-2号《执行
裁定书》，经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委托，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以互联
网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海南省海口市海德路9-2号现代花
园11栋商住楼20层2002房的住房一套（产权证号：HK342495号，
建筑面积：142.89m2），参考价：143.55万元，竞买保证金：20 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10月12日15:
30。2、拍卖所用网络平台：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
//pm.caa123.org.cn）。3、标的的展示及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年10月9日17:00止，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4、收取竞买保
证金时间：以2015年10月9 日17:00前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0月10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
买手续；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201020909200106153，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市金贸支行。7、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浏法委字第307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
缴款）；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等
费用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61298 68523808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731-83609336

（2015）浏法委字第307 号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市海秀棚户区改造及配套项目（秀英片区）向荣
安置房工程。二、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
位于海口市，总建筑面积73445.95m2，其中一期拟建1栋28层，二
期拟建5栋20～28层；招标范围为初步勘察、详细勘察（含测量、管
线调查）、基坑支护及降水、后续服务，方案设计及估算、施工图设计
（含施工配合服务）、初步设计及概算、节能评估、景观绿化、配套设
计（含室外管网）、基坑支护及降水设计、临时建筑规划方案设计等。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甲级（含）以上设
计资质和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含）以上资质，接受联合体投标；
2011年1月至今至少有一项建筑面积达2万m2（含）以上房建工程设
计业绩；项目负责人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
2015年9月21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招标
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
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其它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电
话：招标人66515970，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市海秀棚户区改造及配套项目（龙华片区）安置
房工程。二、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位于
海口市。地块二总建筑面积约71279.87m2，拟建4栋，14~23层；地
块三总建筑面积约为47011.07m2，拟建3栋，24层；招标范围为初
步勘察、详细勘察（含测量、管线调查）、基坑支护及降水、后续服
务，方案设计及估算、施工图设计（含施工配合服务）、初步设计及
概算、节能评估、景观绿化、配套设计（含室外管网）、基坑支护及降
水设计、临时建筑规划方案设计等。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筑
行业（建筑工程）专业甲级（含）以上设计资质和勘察专业类岩土工
程甲级（含）以上资质，接受联合体投标；2011年1月至今至少有一
项建筑面积达2万m2（含）以上房建工程设计业绩；项目负责人为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9月21日起
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
程信息网上发布。其它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电话：招标
人66515970，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项目名称：万宁市和乐镇乐群

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代理机构：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概
况：建设规模6487亩。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地平整工程、灌溉和
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详见施工图）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拟派项目经理须是在本单位
注册水利水电专业二级（含）以上建造师，具有水行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投标人须提供经本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
出具关于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有
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记录证明材料。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9
月21日至2015年9月25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海南省人民
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http://218.77.183.48/htms报名并下载招标文件。投标
截止时间：2014年 10月 16日上午 11时 00分，地点：http://218.77.183.48/
htms。开标地点为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联系人：李先生
0898-68551438。（详情请登录www.hizw.gov.cn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解除土地出让合同的公告

海土资用字〔2015〕341号
海南东升老人院有限公司：

我局于2010年与你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海口市国让（合）字[2015]54号】，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粤海

大道西侧142393.59平方米（合213.59亩）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给你公司，出让合同第五条约定土地用途均为医卫慈善用

地（东升老人院），第十三条约定容积率分别为0.5、1.2，不作经营

性房地产开发。2012年12月26日市规划局向你公司作出市规

函【2012】2817号文，将该地调整为三块用地，地块一规划用地性

质为商住混合用地，地块二和地块三均为研发办公混合用地，地

块一和地块二容积率≤2.0,地块三容积率≤1.5。项目用地规划性

质、规划用地指标均发生实质性调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约定建设“东升老人院”项目的合同目的已实质发生了改变。同

时由于2015年5月11日《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

办法》第34条第3款“因城乡规划调整等原因，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工业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需要改为商服及普通

商品住宅用地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土地，并按

照有关规定重新组织土地供应。”的规定，我局已无法办理改变土

地用途的审批手续。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1项“…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解除海口市国让（合）字[2015]5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退还你公司土地出让金6407711.50元。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后视为送达。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9月15日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署。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国有企业的独特
优势。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伟大进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
国有企业的领导，毫不动摇加强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出台《若干意见》，对于加
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保证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升国有企业

的制度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国有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
义和现实意义。

《若干意见》指出，坚持党的建设与
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充分发挥党组
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从严选拔国有企

业领导人员，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
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严
格落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切实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
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坚持从严教
育管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强化对国有

企业领导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履职行权
的监督；适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
革需要，加强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的领导；把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
作，作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必要前提。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
和深水区，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若干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党委（党组）和各国有企业党组（党委）要
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和
指导，不断完善党委（党组）抓、书记抓、
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党建工作格局，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
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切
实加强。

中办印发《若干意见》要求

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9月20日，演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周年成就展上表演。

当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成就展
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成立60周年成就展

在北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