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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招标代理机构：华诚
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三、项目名称：海口市美兰区“双创”小
街小巷提升改造项目（一标段）、（二标段）、（三标段）。四、工程概况：一
标段：对美兰区海府街道的8条路段进行改造，二标段：对美兰区人民
街道、白沙街道、和平南街道、白龙街道等4个街道的14条街巷进行改
造，三标段：对美兰区博爱街道、海甸街道、新埠街道的文联路、南联路、
海威路、海虹路、新埠桥头路口至中坡村仓库路等9条街巷道路进行改
造。计划工期：150日历天；招标范围：项目的勘察测量、设计、施工和竣
工验收工作；工程质量要求：合格。五、报名条件：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EPC（勘察测量设计施工)总承包资质要求（详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http://www.hkcein.com）。六、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
11月24日起登陆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http://www.hkcein.com
）下载。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8时30分，地点
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附楼三
楼开标大厅。七、联系人：金工 0898-68568455

君临华府三期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南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兴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共
同开发的“君临华府三期”项目位于城西苍峄路西侧。经海口市建设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核，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可补偿建筑面积545.3m2，现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5年 11月 24日至 12月 7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
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
审查二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苏庆雄。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1月24日

公 告
患者吴学章，男，汉族，35岁，贵州人。因咳嗽、气促6天

在2015年10月26日 13:13由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转入我
院急诊科，经相关检查后收住重症医学科后积极救治。因患
者感染重，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入院后积极治疗，病情危重，
于2015年11月05日22:40抢救无效宣告死亡。本公告登报
后30天内，请该患者的家属或亲人持相关证件来我院办理认
领手续，逾期则视为无主尸体，我院将按照相关规定交由殡仪
馆处理。

联系电话：0898-66189659；0898-66189725。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5年11月23日

储备粮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5年 12月 2日上午 10：00时在本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海口市市级储备粮不同品种稻谷、大米壹批
（标的物清单、货位情况、参考价及竞买保证金相关资料请来我司
了解）。

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12月1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12月 1日 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以到账为准）及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公司：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楼
公司电话：66531951 68539611 13876755188（谭先生）
公司网址：www.nfpm.net.cn
委托方监督电话：68725334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委拍字第47-1号

根据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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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
拍卖厅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世贸北路1号海岸壹号商住楼佳景国
际 8层 8B01号房屋一套 [建筑面积 77.87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
HK381371]。参考价：68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情况说明：标的物
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 12月11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2月11日11：00前
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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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一中法委拍字第47-1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中城广场3栋
2D；联系电话：68551218；18689861299；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中标公示
海口市城西中学新建教学综合楼工程于2015-11-23 日8:30:

00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完成评

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中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中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5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6日。公

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城西

中学投诉，投诉电话：13876708114。

招 标 人：海口市城西中学

招标代理机构：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琼春贸易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通知

徐明股东：
依据海口琼春贸易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海口琼春

贸易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现通知你作为股
东参加会议。会议性质：临时股东会议。会议时间：2015年12
月9日。会议地址：龙泉渔村二楼会议室。会议主持人：徐翠。
会议内容：讨论关于股权转让的问题。请你根据本通知书按时
参加，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请委托他人代为参加本次会议，
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通知公司：海口琼春贸易有限公司。被
通知人：徐明

海口琼春贸易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4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公共卫

生服务综合楼（施工标），已于2015年11月23日，在海口

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开

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耀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公示期：2015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6日。

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口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68727598。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完全
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
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最大满足项目开发建设
条件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可于2015年11月24日至2015年12月23日到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
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
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该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

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11月24日至2015年12月23日到文昌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5
年12月23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5年12月23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5年12月14日8时
00分至2015年12月25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5年12月25日10时00分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

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该宗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

（二）根据《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宗地属商
业项目建设用地，竞得人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该项目规划方案要
求，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三）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
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
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
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林先生、李先生、杨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68598868。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1月24日

文昌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5〕第1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文集建试
（2015）-23-1号

文昌市文城镇滨华路
南侧、教育东路东侧
地段

10288.48 商业用地
容积率≤1.8建筑密度≤
40%绿化率≥30%建筑限
高≤6层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主要规划指标 挂牌起始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40年 1543.3 925.98

一、项目名称：海口市滨水区环境综合整治三期项目景观工
程。二、招标人：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项
目位于海口市，包含现状万绿园、世纪公园以及滨海公园三个公园，
总用地面积约160公顷，主要建设内容为滨海公园景观提升工程、
世纪公园景观提升工程、万绿园景观提升工程、三园连接工程、三园
范围外景观提升工程，龙昆北路入口区、龙珠湾、儿童乐园、海南园

林、凉园等新建改造工程等；招标范围为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
理。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资质，
项目总监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其它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
2015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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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联系电话：招标人66528403，
招标代理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招标公告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徐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23日说，2014年
人社部确定了浙江、重庆及南京、昆明等50个首
批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地区。今年，试点启动要扩
大到全国50％的地区。

游钧是在23日召开的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扩
大试点工作视频会议上作此表述的。他说，全民
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工作实施一年多来，各试点地
区积累了丰富的、有益的经验。

一是建章立制基本完成；二是信息化建设稳
步推进；三是逐步摸清了底数。关于下一步全民
参保登记扩大试点工作，游钧说，一是要着力推进
信息系统建设；二是切实加强部门协调合作；三是
做好入户调查。

人社部：

今年50％地区
将试点全民参保登记

管不好家属下属

9000多名领导干部“摊上事儿”
家属聚众赌博视若

无睹、下属公款旅游听
之任之、班子成员“集体”
贪腐……这样管不住亲
属和下属的领导干部，
要小心了。来自中纪委
网站的信息，2014年至
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
有9000多名领导干部因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主体责任”“监
督责任”不力被问责。

落实“两个责任”，
各地正在积极行动。各
级党委制定出台责任清
单，纪委强化监督问责，
尤其对“四风”问题突
出，出现贪腐窝案等问
题的部门和单位，严肃
倒追领导责任。

2015年，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问责之
年。党中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今年以来，中纪委和各地纪委多次通报落
实“两个责任”不力被追责的典型案件，向
全党全社会释放了反腐问责的强烈信号。

哪些人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通
报？梳理案例发现，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老好人”型领导干部，对“身
边人”违纪违规视若无睹、徇私护短。今
年以来，一批领导干部因下属违纪违规

被问责。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商务部中国
对外贸易中心原副主任文仲亮，其下属、
妻子等人多次聚众赌博，文仲亮明知此
情况却一再放任、纵容。不仅如此，文仲
亮还对下属嫖娼问题隐瞒不报，编造理
由欺骗组织。

第二，“一把手”带班子“疏于管教”，
贪腐风气蔓延。河南省新乡市委原书记
李庆贵是此类典型。河南省纪委立案查

处的3名厅级官员，其违纪违法案件都
发生在李庆贵担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
李庆贵作为新乡市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
任人，对班子成员疏于教育、管理和监
督，用人严重失察失误。

第三，纪检监察缺乏“强心针”，犯了
“软骨病”。中央巡视组巡视发现，一些
单位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责任严重缺失。
有的监督不力、形同虚设，有的存在个别

人掩盖腐败和自身腐败问题，还有些单
位对案件处理偏软、偏轻。

中央党校的党建专家指出，有的地方
和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四风”问题突出，
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党组织负责人没有
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有些
明哲保身，当“老好人”，该管的不管，甚至
包庇纵容；有些对下属贪腐苗头熟视无
睹，任由贪腐成风。还有些纪检干部受监
管体制制约，很难独立负责地行使监督
权，导致管理缺失、监督疲软、处罚偏轻。

严肃追责：通报案例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领导干部形成
“权力惯性”，“用权”得心应手，“履责”退
避三舍。中央强调落实“两个责任”需要

“一把手”既抓业务工作，又抓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二者不可偏废。然而，少数地
方、部门和单位仍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不以为然，“抓作风靠开会，反腐
败靠表态”。

如今，这样“走过场”的领导干部日
子不好过了。记者观察发现，除中纪委
多次通报典型案例，各地也频频对落实

“两个责任”不力的领导干部亮剑。
2014年以来，湖北省因落实“两个责任”

不力处理739人，党纪政纪处分461人；
今年，云南德宏27名“一把手”落实“主
体责任”不力被追责；湖南株洲5名领导
干部因下属违纪违法被追责……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
说，以往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只要自己不
犯错就万事大吉，身边人、底下人出了问
题，用不着“别人犯病，自己吃药”。对落
实“两个责任”不力官员追责，就是让领
导干部切实认识到什么叫“权力就是责
任，责任就要担当”。

中纪委强调，今年开始，尤其要突出
问责，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组织纪律，“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
纪问题，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
地方、部门和单位，坚持“一案双查”。既
查直接责任，又查领导责任；既查案件本
身的问题，又查监管不力的问题。

从中央到各地，纷纷出台文件，列出
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规范了落实“两个
责任”的主体、内容和责任追究形式。有
些省市明确提出“终身追责制”，实施责

任追究不因领导干部工作岗位或职务变
动而免责。

宁夏党校副校长张廉说，从“一岗双
责”到“一案双查”，表明落实“两个责任”坚
持有权必有责、有责必问效、有错必追究。

不仅如此，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也将“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不力”列入“负面清单”，并对管
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
定。责任追究正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利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利剑高悬：别人“犯病”，自己也得“吃药”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3日电 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五届区议会选举23日约 6时完成计票工
作，431个民选议席全部产生，投票率达约47％，
总投票人数超过146万，均创历届区议会选举的
最高纪录。

此前，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最高投票率为2003
年的44.1％，上届即2011年为41.4％，最高总投
票人数为上届的约120万。

此次选举香港18个区共设有431个民选议
席，此前已有68个选区的候选人自动当选。867
名候选人竞逐剩余363个议席。

第五届区议会将全面取消委任议席，并增加
民选议席，全部议席将由431名民选议员和27名
当然议员，共458名议员组成，较第四届区议会减
少49名。

香港特区第五届区议会
431个民选议席全部产生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靳若城）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避免
南海“军事化”需要地区各国和域外国家共同作出
努力。

当日有记者问，在今年的东亚峰会上，有国家
提到了南海“军事化”问题，中方如何评论？

洪磊表示，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反对任何国家在南海采取不利于安全、稳定和互
信的“军事化”行动，中方也不谋求在南海搞“军事
化”。将南沙岛礁建设同“军事化”挂钩是没有道
理的。

洪磊说，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所有有
关国家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避免南海“军事化”
也需要地区各国和域外国家共同作出努力。

外交部：

中方不谋求
在南海搞“军事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23日审议通过《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各级
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来抓，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释放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信号。

扶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
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会议指出，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事关增进人民福祉，事关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
寨的冲刺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实施大规
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
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扶贫开发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精准扶贫，开
创了扶贫开发事业新局面。但是，贫困
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
的短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4
年底，我国仍有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
7017万人。

“经过3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扶贫开
发，未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认为，“一
些贫困者非残即病，劳动能力弱。一些
贫困家庭一穷二白，缺乏劳动力、劳动
工具和安全住房、干净水等基本生产生
活条件。一些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区、
石山区、高寒山区、沙化区和荒漠化区，
扶贫难以见效。”

如果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时我国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既影响人
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
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认可度。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
政府必须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来抓，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紧迫感，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
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多举措脱贫5000万
社保兜底2000多万

针对目前剩余的7000余万贫困人
口，会议要求，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
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
助等措施解决5000万人左右贫困人口
脱贫，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
多万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
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这体现了分类施策、因地制宜的
原则。”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

伟认为，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来
说，依靠发展生产和提供就业机会就能
实现脱贫，而对于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或
缺乏劳动能力的人群，必须采取社保兜
底等手段予以保障。

此前，中央已经提出通过扶持生产
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
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
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的“五个一批”脱贫路径，本次会议则首
次明确了社保兜底与其他脱贫路径的
具体规模。

各级党委政府要逐级
立下军令状

会议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
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实
行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

责、市（地）县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和片区
为重点、精准到村到户的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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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令状以前多用于口头说法，这
是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要求各级党委
政府就扶贫开发逐级立下军令状。”黄
承伟表示。

立下军令状也意味着严格的监督问
责。会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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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林晖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减贫新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