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6年5月24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杨帆 美编：庄和平B02 综合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47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事法
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6月1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海南锋达彩印有限公司所有的一台型号为KBA162a-4德国
高宝印刷机。参考价：326.5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5月31
日17:00止。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5月31日12:00前到帐为准。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农行海口龙昆南支行，
账号：2110400104000757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2016）琼72执4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
联系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255907

根据海口市桥梁管理施工需要，世纪大桥将于2016
年5月23日至2016年6月30日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将
占用右侧车道，届时影响车辆通行。途经该路段车辆、
行人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
之处，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5月24日

公 告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05HN0058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招租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1

层、17层房屋。详见下表：

1、以成交价作为首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
上递增2%。租赁期限为三年。

2、公告期：2016年5月24日至2016年6月6日。招租方对承租方
的资格条件要求、确定承租方方式等其他相关规定，详见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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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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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5月24日

项目名称

华能大厦11层

华能大厦17层

房号

A2

A5

A6

A8

A

建筑面积（m2）

30

111.63

58

128

599.8

合计327.63

挂牌底价/年租金（元）

80000

145000

保证金(万元)

3

5.5

备注

可打通使用

——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5HN0060

受委托，按现状对琼中绿科农果业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线及办
公生活区进行整体招租。

一、标的物简介：琼中绿科农果业有限公司于2005年成立，果
业公司绿橙加工厂位于琼中县湾岭镇乌石村委会山尾村，占地面
积26897平方米，厂区距中线高速约3公里，距琼中县城仅15公
里，交通便利。本次拟整体出租的标的包含：土地使用权、厂房、职
工宿舍、组装式冷库、绿橙生产线及其他设备等。目前，该厂属于
停产状态。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58.16万元/年，以后每年租金在上
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10%。
三、租赁期限：3年。
四、公告期：2016年5月24日-2016 年6月6日。对承租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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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4日

中标公示
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一期项目增减挂钩拆旧区土地复垦项

目施工招标于2016年5月23日09:00在海口市龙华区国贸

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16层D区会议室进行了公开招标，已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耀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鼎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05月24日至2016年05 月26日，如有质

疑（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电话：0898-

66811638

联合拍卖公告
（第1605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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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6月10日10:00在海南华生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厅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金泓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杉杉置地有限公司49%的股权。参考价：5118.95
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特别说明：股权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
人负担，买受人自行了解股权风险、自行办理股权过户相关手续。标的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8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年6月8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户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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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应注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6）
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8号。拍卖单位：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
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联系电话：
0898-68598868 13519842717 13519892888。协拍单位：海南中
亚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7层；联系
电话：68523808、13307551678。协拍单位：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联系电话：68538965
15308919356。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47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陕西省西安市
未央区未央湖开发区芳泽路蓝水假期第21幢（现场编号为B-01）别墅
[权属证号：1125124005-5-0-21-1（6100100714429），建筑面积为
350.48m2]，参考价：368.18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6月13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
贸大道13号森堡大厦七楼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12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
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6月7日17：00前到账为准；5、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549；6、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
述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尚欠物业费数额不
清，须由买受人与物业公司自行协商解决。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1951、1387675518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声明
海口市南沙路18号第一栋综合楼两侧小铺面是陈颖、王

文雄、陈海峰、陈以太土地范围内的房产，于2006年底建成一
直在出租。商铺面积为：前左侧铺面二层合约80平方米，右后
侧铺面二层合约95平方米，该两侧房产于2007年间通过龙华

区违章罚款处理。现本人持有：海口市国用（2005）第005303
号土地使用权证书及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06）龙民一初
字第542号判决书、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海口法民一
终字第691号判决书。为再次明确该房产权归属，如有对以上
房产权属有异议者，限见报15天内于书面及提供相关资料向
有关部门提出异议。本人将按程序进行拆迁登记。

公告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盛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海南永升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因
已取得了对已查封被执行人海南永升达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
南省海口市海濂路30号永升华府小区的下列房产：1、永升华府小区
C栋首层商铺103，商铺105，商铺106，商铺107；2、永升华府小区
B1栋小区商业网点（一个）；永升华府小区的地下车位139个，具体
车位编号为：0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10、
011、012、013、014、015、016、017、018、021、022、023、024、025、
026、027、028、029、030、031、032、033、034、035、036、037、038、
040、041、042、043、044、045、046、047、049、050、051、052、053、
054、055、056、057、058、059、060、061、062、063、064、065、066、
067、068、069、070、071、072、073、074、075、076、077、078、079、
080、081、082、083、084、085、086、087、088、089、090、091、092、
094、095、096、0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
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
122、124、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
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51、152等的司
法处置权。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将对上述财产予以处置。如对上述财产的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0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海中法执字第297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自然人或联
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6年5月30日至2016年6月20日到临高县
国土资源局用地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20日15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于
2016年6月2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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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2016年
6月13日上午9时至2016年6月22日下午15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
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电话：（0898）66730910 65303602
联系人：张女士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24日

地块编号
LC2016-05号

地块位置
临城镇市政大道西侧

地块面积(m2)
16706

容积率
R≤2.0 建筑密度（%）≤40% 绿化率（%）≥30% 建筑限高≤70米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使用年限
40年

保证金
2260万元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国土资用告字〔2016〕004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拍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6年6月15日上午9:30时对以下标的物

依法按现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大厅（太原
市迎泽大街388号国际大厦2层）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
卖，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海坡度假区新
城路鲁能•三亚湾美丽mall一期4幢楼的房屋一套。二、特别
提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6月13日17:00前交纳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不计息），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数额及交纳方
式按本公告所列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预展时间：2016年5月24日—2016年6月13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方式：13453146395（张先生）17696038889（原先生）

0351-2374110 18735385686(李女士)
山西泉晟誉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4日

有梦想的人生才会精彩，有梦想
的民族才有希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
重要讲话中，对中国梦进行了系统全
面的论述，阐明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路径，开启了民族
复兴伟业的新征程。百年夙愿，共同
期盼，“中国梦”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
来 170 余年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明
确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奋斗
目标，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开拓进取的
一面精神旗帜，成为和平发展的中国
向世界展示的一张文明名片。只有真
正读懂中国梦，努力实现中国梦，我们
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中国与世界。

家国情怀承载中国梦最为深沉的

精神追求。千百年来，从“先天下之忧
而忧”，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
民族始终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我以我血
荐轩辕”，为的就是“使中华民族永存
世界上”“为天下人谋永福”。以民族
大义为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统
一起来，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从
旧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到新中
国繁荣发展、奔向小康，历史昭示我
们，国家衰弱，再美好的梦想都是幻
影。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个人
梦想才能真正实现。习总书记强调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深刻
揭示了中国梦的本质就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体现了中华
民族固有的家国情怀，又准确把握了
中国梦的时代脉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国
家、民族和个人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
体中，实现中国梦成为中华民族团结
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当代中国爱
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创业梦、安居
梦、教育梦、健康梦……在百川归海
的时代洪流中，中国梦是国家的、民
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深厚根基在
人民，根本归宿也在人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
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中国梦同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让人人都
能够筑梦、追梦、圆梦，我们就能汇聚
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实干圆梦彰显中国梦最为鲜明的
实践特征。“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
不会自动成真。”中国梦不是坐而论道
的空想，而是起而行之的实践。走中
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量，为我们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必由
之路和力量之源。人间万事出艰辛，

说到底要靠苦干实干。我们之所以能
创造震撼世界的发展奇迹，靠的就是
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靠的
就是共产党人实干兴邦的政治担
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既取势、
又取实，带领人民以实实在在的业绩
开创了改革发展新局面。“面向未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
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要靠实干。”既志存高远，又脚
踏实地，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
干、艰苦奋斗的良好风尚，汇聚每一
个人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我们才
能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让伟大梦想
变成美好现实。

包容共享展现中国梦最为博大的
世界胸怀。梦想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环顾世界，各国正在追求国家发展振
兴、人民富裕幸福。尽管梦想内涵不
尽相同，但世界和平、社会安宁、生活
富足却是各国人民梦想的交集，说明

“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
相通”。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
到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加入亚投行共
襄盛举，再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务实举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
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在造福世
界人民。不管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
发展的‘顺风车’”的诚挚邀请，还是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的明
确宣示，无不诠释了兼济天下的大国
担当，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交融，必将
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
明新画卷。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一幅由
维吾尔族姐妹一针一线绣出的十字绣
匾，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携手实现中国梦的共同心
愿。回首“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
书写“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瞩望

“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让我们高
扬奋进风帆，同舟共济，乘风破浪驶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重要论述

■ 新华社评论员

梦想照进“世界屋脊”

西藏和平解放
65年沧桑巨变

5月23日，乘坐首班北京—哈密—吐鲁番
航线的乘客走出机舱。

当日，新疆著名旅游城市吐鲁番开通吐鲁
番—哈密—北京航线，这是吐鲁番机场开通的
第一条国内定期航线。这条航线由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执飞，每周一、三、五、六共四趟航班。自
此，前往吐鲁番旅游的乘客可不必在乌鲁木齐
中转。 新华社发（刘健 摄）

新疆吐鲁番机场
开通首条定期航线

新华社深圳5月23日电 中广核集团23日
对外通报表示，中广核工程公司设计院三维布置
设计数据中心与中国核建二三公司燕郊总部三维
布置异地端近期已经成功实现中广核红沿河核电
二期工程数据交互与同步，这标志我国核电企业
在“互联网＋核电”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相关协
同联合设计能力已在全球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三维布置异地协同联合设计技术的原理是
将抽象的工艺流程在虚拟的空间环境下进行实
体化，实现国内和国际多个单位之间的异地协同
设计，解决了核电设计最核心的工艺和管道布置
等问题，也覆盖了土建、设备、结构、暖通及其风
管支架、桥架及其支架、仪表管／仪表架等各专
业实体物项的布置设计，还能辅助开展防火设
计、防水淹设计等空间相关的设计工作。异地协
同联合设计工作中，消除了各设计单位地处不同
地点而引起的各类碰撞干涉问题，其最终成果用
于生成各专业的、系统而全面的施工图。

据介绍，在岭澳核电一期工程建设期间，中
广核就开展了三维布置异地协同联合设计平台
的引进与技术储备。目前，已有遍布全球各地
的1000多台终端连入中广核三维布置设计平
台，涵盖设计研发、装备制造、建设安装等各个
领域，可以满足同时在线用户达到500人的需
求，这种创新和协同大大节省了设计成本，提高
了核电产业的智能化程度。

我国核电企业建成大型
三维布置协同设计平台

1951年 5月 23日，中
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
签订。从此，西藏从黑暗走
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
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
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65年来，雪域各族儿
女在“世界屋脊”的高天厚
土间，在中央治藏方略指引
下，挥洒激情、追逐梦想，谱
写出一部部恢弘壮阔的史
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