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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25期）

受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公开拍卖：侨中公寓
7套房（房产证号为：19038、18982、18980、18981、19040、19036、
19032，具体内容见评估报告），面积89m2～111m2/套；参考价格：26
万元～33万元/套；竞买保证金 6万元/套。拍卖时间：2015年 12月
15日 10时。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 36号钟山大厦A座三楼。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2月8日止。有意竞买者请
于2015年12月10日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并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账号：2201020809200042968；开户
行：工行海口市义龙路支行（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联系电话：
0898-66533938 18689521478；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义龙西
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委托方监督电话：0558-219856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5]664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

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

南大龙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0121号土

地证项下512.4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

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Q0121号土地证项下512.4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1月19日

澄清说明
近日，有单位向我行询证关于我行建设办公楼有

关事宜。为澄清事实，现郑重声明：我行没有在建办公

楼项目，也从未曾发出过关于建设办公楼的任何文

件。任何以我行名义进行的该项目相关民事行为，均

为他人冒用我行名义的恶意欺诈行为，其民事行为产

生的后果与我行无关。同时，我行保留对冒用我行名

义进行商业活动的任何他方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市分行

2015年11月2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11HN012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一台离心式空
气压缩机，挂牌价格为63万元；2、一批生产性机器设备，挂牌
价格为18.4万元。公告期：2015年 11月24日至2015年12
月21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
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
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26 杨先生、
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1月24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2015年第11号）

关于公布10月份
集中消毒餐饮具抽检合格名单的公告

10月份，我局在餐饮环节对全省集中消毒餐饮具

卫生安全质量进行抽样监测，抽取样品59批，覆盖全

省57家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经检测，合格产品名单

如下。

自公告之日起，各餐馆只能从公布的合格产品名

单中选购集中消毒餐饮具，严禁采购使用不合格产

品。若有违反，食药监管部门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对餐馆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

请广大消费者就餐时留意餐馆提供的集中消毒餐

饮具，发现使用公告合格名单之外的产品，可拨打

12331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11月17日

10月份从餐馆抽检集中消毒餐饮具合格产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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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海口福乐康餐饮具

海口喜临门餐饮具

海口金椰康餐饮具

海口鑫心可餐饮具

海口鑫鸿达餐饮具

海口金椰福康餐饮具

海口福乐康餐饮具

海口金椰康餐饮具

海口喜临门餐饮具

海口飞语餐饮具

海口康美洁餐饮具

海口羽洁餐饮具

定安亮又洁餐饮具

定安保食洁餐饮具

定安健诺餐饮具

文昌永发餐饮具

东方康洁餐饮具

东方喜乐多餐饮具

临高百岁餐饮具

保亭保洁餐饮具

乐东绿芝宝餐饮具

乐东永康餐饮具

乐东绿洁餐饮具

乐东和康餐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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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康洁餐饮具

五指山万家洁餐饮具

白沙新雅洁餐饮具

万宁军嫂餐饮具

万宁万滨餐饮具

万宁乐尔康餐饮具

万宁万吉餐饮具

澄迈洁邦餐饮具

澄迈益康餐饮具

澄迈乐嘉乐餐饮具

澄迈康乐福餐饮具

澄迈颖川餐饮具

三亚康美洁餐饮具

三亚德益餐饮具

三亚乐尔康餐饮具

三亚恒宝利餐饮具

屯昌洁宝餐饮具

屯昌速洁餐饮具

儋州喜刷刷餐饮具

儋州绿洁餐饮具

洋浦福尔康餐饮具

琼海富贵人餐饮具

琼海惠你康餐饮具

宣讲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省长刘赐贵在海口会见
了国防科工局兼国家航天局局长许达
哲一行。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
记罗保铭对许达哲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对工信部和国防科工局对海南的重
视支持表示感谢。在介绍了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后，他指出，文昌航天发
射场是海南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品牌，海
南将一如既往为发射中心建设做好服
务保障工作，也愿与各有关方面一起，

共同吸引一批高层次、高技术的产业和
人才，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把航天和旅
游更好结合，把文昌航天发射场不仅建
设成为国家航天战略重要基地，也成为
展示国际旅游岛的亮丽平台，成为海南
经济新的增长点。

许达哲介绍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作
和航天发展情况，对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表示，服
务国民经济发展是国防科技工业的光
荣职责，工信部和国防科工局将继续
全力支持文昌航天发射场建设，把中

心建设和航天产业发展、国际旅游岛
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服务国家
战略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副省长李国梁、省政府秘书长陆志
远参加会见。

刘赐贵会见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黄顺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柳斌杰带队的全国人大调研组，今起在
我省开展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专题调研。我
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专题座谈会今天下午在海口
召开。

副省长王路在会上代表省政府对
我省近年来在创新驱动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汇报。近
年来，我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通过财
政资金引导，使得科技成果得以应用推
广。去年全省财政科技投入14.53亿
元，实现了较快增长。从2012年起，海
南就设立了省重大科技专项，23个省重
大科技项目累计获得省财政支持资金
4.5亿元，在新能源、新材料、热带现代
农业等领域取得初步成效。从2007年
起，海南设立省科技成果示范推广专
项，支持项目76项，吸引社会投资3亿

多元。最近6年，我省共有81个项目获
得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5680
万元，同时，省财政投入1250万元，建
设集科技示范、科技推广、休闲体验、科
普旅游及产业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示
范基地17个，面积达2.4万多亩。我省
也于2013年设立了产学研合作专项，3
年来省财政投入资金6000万元，资助
147个项目，推进带动企业投入2.4亿
元，建立9个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台，
转化80多项科技成果，突破20多项关

键技术。
会上，省政府有关部门和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代表围绕调研
主题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茂东，全
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科技部
党组成员王志学，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广，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等出
席座谈会。

柳斌杰率全国人大调研组来琼开展专题调研

海南以财政资金引导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海口 11 月 23 日讯 （记 者
周元）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海
口会见了来琼调研的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总经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李
国华一行。

罗保铭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国
华一行的到来，感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小
额信贷、农村电商、为三沙军民提供邮政
服务、发行邮票宣传美丽海南等方方面
面给予的大力支持。

在简要介绍海南省情后，罗保铭指
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在改革转型中与时俱进，不仅巩

固传统业务，还拓展了金融业等新的
服务领域，助力“三农”，社会效益、社
会责任彰显，值得我们学习。希望中
国邮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发挥
资金雄厚、贴近“三农”、网点众多等优
势，不断深化双方在金融信贷、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海南各相关部门要做好调研、
积极沟通、提供配套服务，推进重点项
目尽早落地。

李国华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长期
以来对邮政和邮储银行工作的重视和
大力支持。他介绍了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情

况，表示将在资源配置、金融服务、农村
电商等方面一如既往支持海南，不断完
善在海南的网点和设施建设，助力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助力海南农业发展、
农民致富。

省领导毛超峰、胡光辉，省政府金融
办、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罗保铭会见中邮集团总经理李国华

本报讯 11月23日，省委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宣讲团走进文昌、临高，为
广大党员干部全面深刻地解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23日下午，文昌市党员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
讲座在文昌市委党校会议厅举行。省
委宣讲团成员、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
教授为文昌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法检

“两长”及全市副科级以上共350余名
领导干部开展了这场讲座。

傅国华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进
行了详细解读，从编制十三五规划的过
程、五中全会的核心举措、五中全会的亮
点、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几个方
面，全面深刻、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全会的
精神和内涵。

文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小蕾
表示，本次讲座既有理论上的讲解，又
有实际经验介绍，便于广大党员干部
结合工作实际，把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落实到行动中。希望与会人员要深

刻学习全会精神，实实在在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工作
要求上来，推动文昌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

23日下午，临高举行县委中心组
（扩大）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辅导讲座，邀请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住建厅厅长丁式江主讲，临高县四套
班子领导、法检“两长”、金牌管委会主
任、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县委组
织部、宣传部、县委党校全体干部近
1000人聆听讲座。

讲座中，丁式江全面生动地解读了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客观地

讲述了国家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美好蓝图，讲座提纲挈领，内容
丰富，内涵深刻，论述精辟。

临高县委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临
高将组建宣讲团深入镇村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宣讲全会精神；以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为指引，谋划好临高“十三
五”规划，科学编制“多规合一”；紧紧扭
住重点项目加快推进，逐个落实项目责
任，逐个解决影响项目建设的用地、用
林、用海、用电、用水、通信、道路、资金
等问题，一对一做好服务，打好年内项
目建设大决战。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省委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走进文昌、临高

深刻解读讲理论 深入浅出谈体会

本报定城11月23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司
玉 黄荣海）11月27日至12月3日，2015年（第
十六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即将举行，分会
场古城定安将举行首届海南国际美食博览会。期
间，参会者还有机会获取韩国+济州岛旅游券。

据悉，11月25日起，市民可在海口各大商场
门口、万绿园、白沙门、南湖国旅国贸营业部、琼
海、定安营业部、琼海万泉河广场以及国际美食博
览会主会场天九美食文化广场门口领取抽奖券，
并在国际美食博览会期间，将抽奖券副券投入设
在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的抽奖箱。

11月27日-11月30日，定安欢乐节组委会
将以当天抽奖箱内抽奖券为准，每天抽取8名幸
运观众，4天共产生32名幸运观众获取价值3000
元的韩国+济州岛游旅游券。

据介绍，韩国+济州岛6天游价值3999元，中
奖的旅游券价值3000元，999元由中奖者补足。

中奖者可体验阳智滑雪场“看雪、玩雪、滑
雪”的冰爽；可享受Dragon hill spa——最正
宗地道的韩式温泉汗蒸；可欣赏荣获爱丁堡国际
音乐戏剧奖的《乱打秀》或《涂鸦秀》；可领略世界
排名前十的水族馆——韩华水族馆的精彩；可在
Ecoland生态公园搭乘浪漫英式小火车穿越原始
森林等。中奖者将分为两批于2016年1月5日
和1月19日出发。

中奖号码将于12月3日在《南国都市报》上
刊登，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抽奖活动。

欢乐节定安分会场抽奖送好礼

韩国+济州岛6日游
等你一起出发！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张婷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
新）记者今天从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个
人表彰大会上了解到，到第三季度止，
我省禁毒执法综合考评在全国排名第
17名，比去年的28名，跃进了11名，跨

进全国中游水平。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各部门按照

省禁毒委的统一部署，按照省委主要领
导关于“点面结合，打重点、打要害，出
成果、出经验”的总体要求，以“打增量、
稳现量、减存量”的工作方针，掀起了重
点整治市县禁毒工作的高潮。

其中，万宁、临高禁毒重点整治工作
辐射带动效果明显。全省初步形成了以重

点整治市县带头，周边市县紧随其后，全方
位不留死角地开展禁毒工作的良好势头。

同时，我省还与兄弟省市加强合
作。继去年10月签订《琼粤两省加强
毒品堵源截流工作协议》以来，今年10
月签订的《琼桂两省区加强毒品堵源截
流工作协议》，工作成效显著。

据了解，今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
边防部门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504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2705名。缴获各
类毒品1513.9公斤，是去年同期的5.5
倍。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14起。
全省建有8个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场所共
334个收治床位，现收治在所病残吸毒
人员188人。今年以来，全省共责令参
加社区戒毒人员2026名、社区康复人员
784名。截至今年10月底，全省3年未
发现复吸的戒毒人员已达到24904名。

“打增量、稳现量、减存量”见成效

我省禁毒考评全国排名大幅跃进
一版延伸

◀上接A01版
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
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
贫攻坚责任。中央各部门必须步调一
致、协同作战、履职尽责。实行最严格的
考核督查问责，确保中央制定的脱贫攻
坚政策尽快落地。要加强财政监督检查
和审计、稽查等工作，建立扶贫资金违规
使用责任追究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对扶
贫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
挥霍浪费等违法违规问题，坚决从严惩
处。

会议认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首先在造就一支
能够担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校
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方面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最重要
的是把党校姓党原则贯彻到党校各项工
作中，特别要抓好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
教育这个主业，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要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制度，推
动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常态化。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履行办党校
的主体责任，把党校工作放在全面从严
治党大格局下来谋划，研究解决党校改
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帮助党校解决实
际困难，聚精会神把党校办出新气象。

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
视工作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形
成震慑，倒逼改革、促进发展，发挥了尖
兵和利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
巡视组已经开展8轮巡视，巡视了149
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地方和中管央
企的全覆盖，工作成效显著。

会议强调，管党治党根子在党委、关
键靠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做到敢管敢治、严管严
治、长管长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要坚持依规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尊崇党章、敬畏党
纪，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绝
对忠诚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管党治党
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守住纪律底
线是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国有企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党的领导是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
证。要用好巡视成果，落实党的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
坚持效果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敢于
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发挥改革的突破性
和先导性作用，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持
续动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到2020年确保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
杨文瑞 李凡）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多阵性降水，中
后期受冷空气影响，将伴有降温天气。

24日，受偏东气流影响，本岛北部、中部和东
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西
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全岛28-31℃，最低
气温中部山区20-22℃，其余地区22-24℃。

25日-29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全岛将出现
降温天气，南部地区降幅较小，其余地区最高气温
降幅5-7℃，最低气温降幅2-4℃，过程最低气温
将出现在26日。其中，25日，南部地区多云，最高
气温27-30℃，最低气温21-23℃；其余地区多云
转阴天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4-
26℃，最低气温19-21℃。26日，全岛多云；南部
地区最高气温25-28℃，最低气温20-22℃；其余
地区最高气温21-24℃，最低气温17-20℃。27
日-29日，全岛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北部、中部和
东部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缓慢回升。

琼岛明起降温
最高降幅7℃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对海榆中线琼中
县城段街道立面进行改造，街道两边的建筑非常
具有民族特色。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黎大辉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琼中县城“美颜”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