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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创新缔造中国高度；
蛟龙入水、海上钻探，创新成就中国深度；
高铁飞驰、天河运转，创新缔造中国速度。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

大部署。三年多来，新技术、新成果加速转化，新模
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创新千帆尽举，有力地引领着
中国经济航船破浪前行。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源
——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

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去年两会期间，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
时提出了这一重大论断。

“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创新的地位和作用进
一步“定调”。

创新，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创新驱动，成为中国发展的
核心战略之一。

强调创新驱动，是因为“创新兴则国家兴，创新
强则国家强，创新久则国家持续强盛”的道理从未改
变——

纵向看，5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几度迁移，背
后的重要力量就是创新。科技创新在哪里兴起，
发展动力就在哪里迸发，发展制高点和经济竞争
力就转向哪里，现代化高潮就兴起在哪里。经济
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创新强国。横向看，进入21世
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世
界主要国家争相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
来发展先机。激烈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
强，惟创新者胜。

强调创新驱动，更因为创新是适应和引领我国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算过这样一笔账：世界发达
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 10亿人左右，而我国有
13 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
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
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
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
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
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
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新常态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发展方式
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急迫
问题，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统筹发展规模与结
构，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如
此，方能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顺利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
驱动已成为决定我国发展前途命运的关键、增强我
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提高我国国际竞争
力和国际地位的关键。

创新驱动跑出加速度
——创新投入更多、转化更高效、版图更辽

阔、模式更多样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为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中
国经济发展设立了“路标”。

2014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拉开帷幕，“我们没
花一分钱，网上下载表格，提交材料5天后就领到了
工商营业执照。”26岁的郑星轻松当上了“老板”，制
度创新的正能量惠及每一个普通人。

去年12月，年过八旬的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一身
“典雅紫”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中国的科技创
新让世界瞩目，也让国人自豪。

去年7月，一部网络众筹的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创造了国内动画电影票房新高。“对经典充
满敬意，又有大胆创造”，西游迷张研在微信上点赞。文
化创新让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历久弥新、活力焕发。

理论创新提供“脑动力”，制度创新提供“原动力”，
科技创新提供“主动力”，文化创新提供“软实力”。党的
十八大以来，创新发展渗透到经济社会、百姓生活的方
方面面。一份来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写道，

“中国的创新规模不断扩大，有潜力坐上全球创新领导
者的宝座，甚至有望成为全球创新典范。”

创新投入更多了——
2014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R&D）经费

13015亿元，比上年增长9.9%；投入强度持续加大，
R&D占GDP比重约2.1%，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其
中，来自政府的投入稳中有增，2014年中央财政科
技支出2899.2亿元，增长6.3%，发挥着“定海神针”
之效；企业的投入强度也在快速增长，开展研发活动
的企业比5年前增长一倍以上，专利量质齐升。

创新转化更高效——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

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
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
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的阐述让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认识到，
创新不是一种珍藏，如果束之高阁，再好的创新成果
也会消弭于无形。

高速列车总里程达世界之最，正向谱系化、智能
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特高压输变电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千吨级履带起重机、300吨自卸车等装备制造水
平大幅攀升；半导体照明市场将超过4000亿元；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农业科技进步率达到
56%……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更多的创新成果
走下书架走向货架。

创新版图更辽阔——
如果在中国的版图上标注出一个个国家高新

区，你会发现星星之火已经燎原。目前，国家高新区

总数已达145家，201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2.7万亿
元，“十二五”以来年均增速达20%以上。除了高新
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样的传统孵化器外，创客空
间、创新工场等插上互联网翅膀的新型孵化器也风
生水起，创新创业结合，线上线下结合，孵化投资结
合，开放式的创新生态系统正浮出水面。

创新模式更多样——
“制造并非必须有工厂。”成立5年，小米公司便卖

出1.5亿部手机，智能可穿戴产品跻身全球市场前三。
小米靠的是什么？正是商业模式的种种创新：开发设
计环节，消费者、供应商可通过论坛、微博、微信、QQ
等方式参与；制造环节，寻求全球分工合作，迅速将用
户线上线下反映的需求在产品上体现；销售环节，以电
商直销为主，去除中间渠道，大幅降低营销费用。模式
创新，让企业觅得赶超的捷径，打开一片灿烂晴空。

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在创新
驱动的竞赛中，中国正在跑出加速度。

创新驱动助力调结构
——创新支撑中国经济有效应对下行压力、

保持“中高速”；助力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迈
向“中高端”

2015年11月2日，中国商飞公司总装制造中心
内，C919大型客机正式总装下线。这个历经7年自
主研发的新型商用大飞机，既圆了中国人自己制造
大飞机的夙愿，也为中国航空工业乃至整个高端装
备制造行业开启了崭新的未来。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党
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
根，为经济稳中求进、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创新驱动，支撑中国经济有效应对下行压力，保
持“中高速”——

前不久，国际航运和造船市场陷入低迷，中船重工
却接连签下两艘2万箱集装箱船大单、6艘30万吨新
型环保绿色原油船等大单。“技术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
力。”总经理孙波看得透彻，越是日子不太好过，技术优
势就越有市场价值，创新驱动就越需要强化。

创新，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不二法宝，也是新
常态下“稳增长”的宝贵财富。2015年前11个月，轻
工、纺织等消费品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
33%。这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创新：2014年，纺
织业规模以上企业获得专利数是2010年的3.4倍；
家电行业10家主要上市公司获专利授权3.8万件，
发明专利增长超过8%。

依托创新，传统产业告别“傻大黑粗”，焕发青春
活力。

“每一台数控机床都能远程监测！”在沈阳机床
集团，工作人员轻点手机，屏幕上便显示出一张用户
分布图，再点击其中一家用户的数控机床，显示“加
工中，已工作96小时”。“互联网＋”，让传统数控机
床变身“智能机床”，企业从单纯的卖产品走向卖研

发、卖服务，利润率更高。
“互联网＋汽车”“互联网＋装备制造”……抓住

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互联网＋”让传统制造业更
加智能更加绿色，向着价值链高端努力攀登。2015
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投资9.6万亿元，其中技术改造
投资3.9万亿元，占比达40.9%，同比增长12.8%，比
工业投资增幅高出3.6个百分点。向创新要效益，

“绝版货”取代了“大路货”、成套总包取代了单机制
造，“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依托创新，新兴产业“弯道超车”，勇立时代潮头。
车间内，机器人来回穿梭不停；从取货、搬运、装

配零部件，再到喷涂、烘干、检测、成品入库，诸多环
节全部由机器人完成……在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
数字化无人工厂已成为现实，年产能达5000台，生
产效率比人工操作提高5到10倍。机器人，被誉作

“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如今，我国已成全球最
大的机器人市场。

不单是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创新鼓点密集敲响，合奏出中国经济最强
音。3年多来，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快速崛起，让制造业的“高精尖”色彩越发凸显。华
为、联想、中兴、阿里巴巴等一大批企业步入全球高技
术行业领先者行列。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11%，超过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个百分点。

创新驱动，推动中国企业扬帆出海，竞相“走出
去”——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神舟飞
天、高铁奔驰、北斗导航向全球拓展……一个个响亮
的中国品牌，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见证，也成为国
际市场上闪光的“中国名片”。

从“跟跑者”到“并行者”，再到“领跑者”，创新驱
动的火车头正牵引着中国号列车全速前进。

创新驱动激发新活力
——改革与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培育创新

沃土，让创新活力迸发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
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2014年6
月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紧迫的就是要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与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
培育创新沃土，让创新活力喷涌。《关于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
方案》《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
意见》……有关创新驱动的顶层设计日臻完善，围绕
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蹄疾步稳。

——打掉“拦路虎”，为创新创业开辟大道通途。
“证明不开了”“费用少交了”“‘衙门’好跑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阻碍创新发展的

“堵点”，一方面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国务院部门共取
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工商登记中85%的
前置审批改为后置；一方面全面清理涉企收费，每年
约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近千亿元。

有了更加公平、透明、良好的市场环境，创新创
业活力充分释放：2015年前11个月，全国新登记企
业保持19%的快速增长，平均每天诞生1.17万户新
企业。

——铺设“快车道”，让创新因子充分活跃起来。
“沉睡”的科研设备“醒”过来了。
过去，高校院所购置的大量科研仪器设备在高

墙内“睡大觉”，研发需求旺盛的企业却无法共享。
2014年10月，《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发布。此后，开放共享
好的单位，奖！反之，罚！机制畅通了，设备利用更
高效，创新活动也更给力。

“原地踏步”的研发成果“转”起来了。
一边是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束之高阁，一边是企

业苦苦寻觅新技术。打破成果转化的“玻璃墙”，惟有
改革“利斧”。2015年8月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明确了科研机构、高校的科技成果处置权，“国
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
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南京九
条”“成都十条”……各地纷纷“开闸”，让一批“锁在柜
子里”的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天女散花”的科研资金“统”起来了。
曾经，每年近百项、涉及上千亿元资金的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分别由各部门掌握安排，科研人员只好
“四处烧香”、多头申报。2014年9月，中央深改组第
五次会议审议《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决定将中央财政科技计
划进行优化整合。从此，“钱袋子”交给专业机构打
理，资金用在了刀刃上。

——护航“追梦人”，让每个有创新意愿的人都
有大展身手的机会。

不到5年时间，靠着2000万元资本金，实现销
售收入超3.5亿元，北京理工雷科电子公司迅速“蹿
红”的背后，是股权激励的“魔力”发挥了功效：6名核
心科技人员拿到180万元股权之后，创新积极性立
马被调动起来，先后开发出北斗卫星导航基带芯片
等7项新产品。

创新归根到底是人才创新，创新驱动归根到底
是人才驱动，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实
施股权激励、实行成果转化奖励、破除人才流动制度
障碍……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改革指向激发科研人
员的创新热情，努力形成人人崇尚创新、人人渴望创
新、人人皆可创新的良好环境。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
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
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
移走科技强国之路。”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

以梦为马，创新路上，中国大步向前！
人民日报记者白天亮 刘志强 赵展慧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述评

治国理政新实践

2016年海口市琼山区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我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共119
人，招聘人员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名时
间2016年2月17日至2月19日，报名地点在海口市琼山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琼山区府城文庄路8号）。招聘
岗位、资格条件、具体要求及工作流程详见琼山区政府门户
网站（网址http://www.haikou.gov.cn/qs/）公布的招聘
简章。

联系电话：0898-65819268 联系人：张娜 郑婷
海口市琼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月28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吕富饶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迎宾路鸿

洲佳园4栋1101房《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

号为：三土房（2013）字第04870号，房屋建筑面积为86.49平

方米，分摊使用土地面积为：41.77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

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国土

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

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29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告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办理位于海口市金贸区，证
号为海口市国用（2008）第011546号，用地面积为3246.13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按份共
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
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经初步审查，现予以公
告。若有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共有人，请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5
日内将其已经向雅克设计有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事实告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市场处，并提交书面材料，逾期我局将按相关
规定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联系人：李宁，联系电话：68725349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22日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陈德信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西区正南路新居西

八巷陈德信的《土地房屋权证》。原《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

三私房证字第叁仟零贰拾贰号，房屋建筑面积为66.97平方

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

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场管理科，逾期我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

证》，原三私房证字第叁仟零贰拾贰号《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6年1月26日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补发土地使用权利证书公告

陈德信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西区正南路新

居西八巷的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河西国用（1997）字第

0142号，土地面积为205.45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

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二个月内送达我局地籍与测绘管理科，逾期我局将核准

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原土地使用权证书作废。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1月26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塔光片区现场编号F9（海府大道海口机场围墙外），新门牌号为
海府路126-8号。有一户住户（具体名单、座落、面积见附件）由于
提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均登记海南省枫木鹿场名下，现居住在房屋
人员何俊文凭购买合同要求认定被征收人。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
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
（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
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13368968588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道客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30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现正在进行土地和房屋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道
客 路6号 天龙苑小区征收编号C130房屋的户主仅能提供房产
证不能提供土地证，因此凡对该房屋土地主张权属或者对该房屋
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7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
（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
对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对该土地进行征收、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3651682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 30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路5号 红湖阁小区G栋征收编号
为A22房屋的户主曾春民虽然提供了房产证，但房产证上产权所
有人为他人，因此对该房屋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

我部提交书面材料，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权属无异议，我部
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韩女士 联系电话：13307662110
联系地址： 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30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
社区墨客村村分土地6号，征收现场编号A67，初步认定该宗地的产
权人为陈建城，陈建城提供相关证件，但由于陈建城不是本村村民，
其对该宗地没有提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对现场编号为A67的
房屋及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
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
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
挥部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3651682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5年1月30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
山区道客路6号天龙苑小区征收编号为C129房屋的户主无法提
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

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
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
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3651682
联系地址： 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30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拟协议出让

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

二、用地规划条件及开发建设要求：用地规划条件详见海规函[2013]1429号
的规划要求。地块上有原项目竞得人所建安置房，土地使用权取得人须继续履行
原项目竞得人与海口市统筹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有关合同和补充协

议，按演丰镇（墟）片区棚户区改造征收方案确定的安置方案和价
格移交海口市统筹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演丰镇墟棚户区
改造项目征收安置工作。三、公示时限：公示时限为30个自然日，
自市政府批准后公告之日起计。四、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
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个人、法人、其他组织对本公示所
列的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提出：1、意向
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营业执照。地址：海口市长滨路
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5号北楼二楼2013室，联系人贾成治，电话
0898-68720574。五、确定供地方式：1、公示时限内，若地块只有
一个意向用地者，我局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的规定
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地土地使用权。2、公示时限内，若地块有两
个以上意向者，该地块进入招拍挂供地程序。

2016年1月29日

宗地位置

演丰镇瑶城村东侧

演丰镇瑶城村东侧

演丰镇瑶城村东侧

演丰镇瑶城村东侧

面积（平方米）

27752.96

26333.24

17996.72

3734.14

75817.06

用途

城镇住宅（含30%
以上商服用地）

城镇住宅（含15%
以上商服用地）

城镇住宅

街巷用地

出让年限

住 宅 70 年
商业40年

住宅 70 年
商业40年

70年

50年

备注

要求地块内建公租
房、双限房

要求地块内建安
置房

要求地块内建安
置房

安置小区配套停
车场

序号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地块四

合计 序号

玉沙广场住宅物业费长期
欠费业主（住户）统计表

玉沙广场住宅停车费长期
欠费业主（住户）统计表

玉沙广场物业服务费停车费催缴公告
尊敬的玉沙广场各业主（住户）：

玉沙广场系旧村改造项目，也是我市优秀住宅小区。经市区两级政府大力支持，龙华区玉沙股份合作经济社按规定程
序确定海南美都投资有限公司对小区实施物业管理和服务。业主(住户)及时缴纳物业服务费是公共秩序、环境卫生维护，
电梯、公共照明等设施设备正常运转的基础，机动车辆停车费是小区车辆有序停放的重要保障。小区物业的正常运转和
各项秩序的有序规范、环境美化，事关全体业主(住户)公共利益，事关你我他。绝大部分业主已按时足额缴纳2015年度物
业服务费和停车费，物业服务企业感谢支持。

对部分业主(住户)不按时缴纳物业服务费停车费，公司已多次催缴。为寻求理解支持，公司特再次公告催缴如下欠缴
物业服务费停车费，请欠费户务必于2016年2月5日前到公司物业服务部缴清各项欠费。逾期，我们将依法追缴欠费及
逾期缴费滞纳金，并根据情况提起诉讼。

若有疑问，请致电公司物业客服中心，咨询电话：68576355。
公司将继续尽职尽责为业主服务、接受监督和持续提升服务品质！附：《玉沙广场住宅物业费长期欠费户统计表》

《玉沙广场住宅停车费长期欠费户统计表》
特此公告！

海南美都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30日

1

2

3

4

5

序号 房号

1栋507
3栋2304

6栋1905

7栋808

3栋601

房号
1栋906

1栋1007

2栋1802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