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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海南林海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我司已撤销在1997年5月11日《股权

确认书》和2002年9月16日《承诺书》中对

贵司作出的所有赠与和承诺，上述《股权确

认书》和《承诺书》已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特此通知。

琼海瀚海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5日

海悦东方二期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海悦东方二期”项目位于丘
海大道西侧。经海南城建业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查，该
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150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
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16年5月25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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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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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吴毓旺。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5月25日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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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1、海口市国贸大道 A1-10CMEC 公寓楼 C501 号房（证号：
HK031844，建筑面积：69.29m2）B905号房（证号：HK031843，建筑
面积：66.41m2），拍卖参考价66万元，保证金15万元；2、海口市东方
洋开发区教师公寓楼 11层 1101房产（合同备案号：L00005544号，
建筑面积：103.80m2），拍卖参考价73.5万元，保证金15万元。现将
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6月14日10:00；2、拍
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
续时间：至 2016年6月13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
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6月10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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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的 帐 号 ：1、1009454890000372；2、
1009454890000373；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
8、13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
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243059 传真：0898-66242489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联合拍卖公告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第160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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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6月13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庭(三亚市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南省
三亚市南边海渔港路山水雅居“万宝威尼斯蓝湾”1号楼1201、1202、
1203、1204 ；2号楼 1201、1202、1203、1204；3号楼 1201、1202、
1203、1204；7号楼 1201、1202、1203共十五套房屋，整体参考价
30642460.00万元，竞买保证金600万元。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整体
拍卖；2、抵押权人大庆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新区信用社具有优
先购买权；3、产权证照变更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过
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时的面积以国土房产部门办理产权变
更登记时测量为准。报名及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
12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6月12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
买保证金，并到主拍机构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协拍机构海南尚品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
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2016)三中法技委拍字第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
缴款）。主拍机构电话：0898-68598868、13519842717杨先生；协拍
机构电话：189762123563刘先生；法院监督电话：0898-88866960

公 告
林连城：因你未按照与屯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海南

省农村信用社个人贷款合同》之约定按期还本付息，我司根据《保

证合同》的约定，已代偿还全部本息。现予以公告，限你自公告发

布起十日内与我司联系，履行还款义务；限连带责任保证人自公告

发布起十日内履行连带清偿责任。否则，我司将根据《最高额抵押

合同》、《委托保证合同》的约定处置抵押资产。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2日

悬赏十六万清收房产

本人在三亚市区商品街有8套住宅。有《三亚市土

地房屋权证》。房屋现被无关人员侵占。现悬赏16万元

聘请您代理我清收八套房屋。以将非法侵占者清出去为

原则，每清收一套房，我即付赏金2万元。

联系电话17733181697潘女士

招标公告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

心委托，就昌江县乌烈镇峨港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一期）进行公

开招标。项目概况：项建设规模为8021.2亩，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

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工程及配套建筑物等。（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

纸）。本项目共分2个标段，每个投标单位只能报1个标段。 招标范

围：建安施工总承包。工期：360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6年5月26

日至 6 月 1 日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

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

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有相应业绩，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联系人王先生68556335。

招 标 公 告
一、采购人：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二、招标代理机构：海南和
信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20辆6米级小型柴油城市公交
车采购项目。四、简要技术要求或招标性质：详见《用户需求书》。五、投
标人资格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需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副本有效证件，投标
人需提供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两年公司财务审计报告，有依法缴
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投标人须通过 ISO9000/
TS16949质量体系认证并在有效期内（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产品的
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注
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六、报名时
间：2016年05月26日08:00分至2016年06月01日17:00分。七、
招标文件获取及报名网址：http://218.77.183.48/htms。八、开标时
间及地点：2016年06月17日10:30分，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二楼207室。九、联系人:黄先生 0898-65328224

对联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提议召集和主持海南
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通知》的答复
联大集团有限公司：

本人武永清作为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直遵纪守法、遵守公司章程、维护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权益，恪尽
职守地履行职责。现对5月18日海南日报刊载《关于提议召集和主
持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通知》答复如下：

一、《通知》违反了海南金轮《公司章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即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及通知时限”。
只有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才有权力决定召集临时董事会的召开方式
及通知时限，联大集团有限公司无权要求公司董事长限时召开临时
董事会。二、根据《公司章程》，本人作为董事会召集人，同意并决定
召开公司临时董事会会议。（一）会议时间：2016年7月12日上午
10:00。（二）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三）议题：1、审议公司坚决要求
划归山东省国资委管理的议案；2、审议完善公司股票登记保护投资
者权益的议案；（四）参加人员：公司全体董事；列席人员：公司全体监
事，职工代表、小股东代表、山东省编办、省委组织部、省纪委领导。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武永清
2016年5月25日

征询异议公告
（2016）琼02执恢7号

本院受理颜廷江申请执行三亚利行巴士有限公司及颜廷江申
请执行三亚东民巴士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在执行过
程中，依法委托海南立信天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三亚利行巴士
有限公司名下的三亚东民巴士有限责任公司所拥有的100%出资
股份进行价值评估，评估价值为0元（净资产为-83.3万元）。经执
行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以三亚利行巴士有限公司名下的三亚东
民巴士有限责任所拥有的100%出资股份，作价10万元抵偿三亚
利行巴士有限公司拖欠颜廷江相应数额的债务。如对上述三亚利
行巴士有限公司名下的三亚东民巴士有限责任所拥有的100%出
资股份及抵债行为持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股份。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院地址：三亚市金鸡岭路。邮编：572000
联系人：吴忠 电话号码：0898-88866913

肩负历史使命，回答时代课题，领航
复兴伟业。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
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
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实践指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
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
民族复兴、如何实现现代化和
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

2016年，“十三五”开局之年。
行进在又一个五年交替的时空坐标

中，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块头”，
将目光瞄准下一个五年之末。

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五进制”的发
展轨迹中，2020年，有着极不平凡的意
义。这不仅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更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站点。

“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既提出了问
题，又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这就是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党
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说。

这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考
量——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包含战略目
标又包含战略举措，既是党中央治国理
政的施政纲领，要求如期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又是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础上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
体方略和战略指引。

这是观照全局、突出重点的辩证思
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中

的“牛鼻子”，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
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
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

这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创
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丰富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

承继光辉历史，开创美好未来。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凝聚起中华民族逐梦前行的磅礴力量。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
党的十八大战略部署的全面
展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整体设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经提出，立
即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有关专家在分析其时代背景和主要
特点时作了以下概括：

——科学研判，乘势而上。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

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
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党的十八大在
十六大、十七大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年多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党中央始终保

持战略定力，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
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
展理念，坚定不移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问题导向，因势而谋。
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

不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的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
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全面推进所
有领域改革。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15
个领域、330多项改革举措，全面深化改革
完成了顶层设计，蹄疾步稳扎实推进。

——遵循规律，应势而动。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依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实现党
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落实十八届
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同样需要从法治
上提供可靠保障。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180多项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全面依法治
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了“立”与

“破”的辩证统一关系。
——顺乎民意，顺势而为。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这是事业发展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
期待。

从党的十八大对党的建设作出8个
方面的部署、提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锻
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的思想方略更加成熟。

“‘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不是四
个领域的简单相加，而是治国理政思想
的整体设计和集成创新。”中央党史研究
室主任曲青山说。

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三年多来治国理
政经验的提炼，是对当前‘中国问题’最
切中肯綮的把握，抓住了它，就能做到纲
举目张、事半功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
主任孙业礼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
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指南，成
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信念
和自觉行动

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这是科学理论的鲜
明特征。有关专家指出，“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犹如目标、动力、轨道、车头四大
关键系统协调运转，合力推动“中国梦号
列车”疾驰稳进。

——小康目标渐行渐近。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城镇新增就业、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主要经济指标符合
预期目标，农业生产保持良好势头，工业
企业效益改善，服务业比重继续提高……

加紧实现结构转型，加快孕育新生
动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并向中
高端迈进。“十三五”期间只要达到6.5％
以上的年均增长底线，就可确保实现两
个“翻一番”的目标。

——改革“引擎”动力强劲。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

蹄疾步稳、纵深推进，以深化改革推动发
展，势不可挡。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各项
改革渐次展开、高潮迭起，给整个社会发
展带来巨大推动力。”国家行政学院研究
员张占斌说。

——法治“轨道”保障可靠。
行政诉讼法首次修改，破解“民告

官”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立案登记制
全面实施，各地法院迎来“立案潮”；深化
律师制度改革；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
选制度……

着眼于在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法治中国”建设动
真招、出实招，步伐明显加快。

——领导核心坚强有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不只是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从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到树立正确的选
人用人导向；从修订廉洁自律准则、纪律
处分条例，到实现党内巡视监督、派驻监
督等全覆盖……

专家们表示，要继续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做到改革开放不停
步，就必须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用好这个“法宝”，需要坚持问题导
向——

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的“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注定要在解决问题中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如何在实践中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让5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同全国
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如何突破

“中梗阻”，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拥有更
多获得感？如何抓住“关键少数”，解决
全社会法治意识淡薄的难题？如何实现

“不能腐、不想腐”，使纪律成为8700多
万党员自觉遵守的底线？

这些难题都需要我们从“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汲取改革的办法、创新的精
神、法治的意识，去一一破解。

用好这个“法宝”，需要运用整体思
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着眼解决
当下问题，又谋划未来发展大局；既有
崇高的价值目标，又有鲜明的实践特
征；既关注每个“全面”，又强调“四个全
面”协调推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思想的具体
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怀和
责任担当。

“我们要把这种整体的、全面的、统
筹的思维方式自觉运用到日常工作中
去，这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
应有之义。”孙业礼说。

用好这个“法宝”，要具有实干精神
——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步
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中国人民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郝立新指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能停留在口号
上，而要落实到具体措施上、日常工作
中，成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
动。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述评

台上故事段子不断，台下掌声阵阵、
走道挤满学生……这不是哪个学者名人
的讲座，而是一个“80后”高校思政老师
讲授《端正入党动机 争做合格党员》党
课的情形。

授课老师徐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
源与动力学院党委副书记。徐川个子不
高，能量不小，其《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一上
选课系统，几百个学额几秒内被抢空；他的
微博微信有10万多粉丝，平均每天要处理
200多条学生咨询；原创文章《我为什么加
入中国共产党》阅读量突破200万……

真诚面对：把“墙”变“桥”
“经过了思考讲出的真话，我觉得挺

好！”徐川这样鼓励学生。

“徐老师讲党史从不照本宣科，而是
直面问题，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让
我们对党和信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课
后，特地从10多公里外赶来“蹭课”的研
一学生王翰墨对记者说。

“我有资格入党，但还没想好，到底
要不要入党？”一位同学的困惑引发了徐
川的思考。

今年五一前夕，徐川写了一封公开
信《答学生问：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在文中剖析了自己的入党动机，
有身边优秀党员自小对他的思想触动，也
有自己对信仰的理性思考……令他意外
的是，文章竟被300多个微信号转载，单
日阅读量超过200万。

“学生的疑惑是思政课的难点，但只

要真诚面对，墙推倒了就是桥！”徐川说。

弥“代沟”：思政课搬上互联网
问：“异地恋能长久吗？”答：“能，难。”
问：“每次给爸妈打电话感觉是为了

要钱……这很不好，但是又需要，怎么
办？”答：“下次不需要钱的时候多打几次
电话嘘寒问暖。”

……
像这样的问答，徐川平均每天要处

理200多条。
和一些老师“课后走人”不同，徐川把

思政课堂搬到了互联网上。他的新浪微
博和微信公号“南航徐川”共有10万多“粉
丝”，只要有人留言，他都一一回复，经常
要忙到凌晨才睡，“大学生需要陪伴，我要

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在，一直都在。”
当过女足世界杯翻译官、新东方教

师的徐川从不居高临下，而是乐于分享
学习秘诀；他很真实，不回避自身高考失
过手、大学挂过科的挫折。有的问题一
言难尽，他还会从“线上”转移到“线下”，
约学生当面交流。正因为如此，学生们
爱叫他“川哥”。

简洁、幽默又在理的“答学生问”系
列，让一名学生忍不住留言：“原来你是
老师，我一直以为你是学生，因为你的思
考角度和我们一样。”

以心换心：“我”变“我们”
“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在‘中国梦’的海

洋里遨游，在‘四个全面’的道路上驰骋

……你们觉得如何？”“一分钟视频”工作坊
里，徐川正和几个学生讨论如何把“高大
上”时政话题用“萌萌哒”形式呈现出来。

徐川发起“头脑风暴”，先后用超级
玛丽、诸葛亮、音符等有趣元素制作《一
分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分钟“两
学一做”》等26部微视频，通俗易懂，生
动有趣，受到学生追捧。

“徐川能够受到广大学生欢迎，是因
为他把握住了大学生的特质和需求，用
平等方式对话，用网络平台交流，真正成
为学生思想上的引路人。”南航党委书记
郑永安说。

在徐川看来，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的
方法有千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直面问
题，以心换心，“只要真信、真爱，你就一
定会找到好方法。”

“我认为，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强大的群
众基础，不为同学全心全意奉献，做不到吃
苦在前，享乐在后，他是没有资格入党的。
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就不只是
代表我了，而是我们！”党课结束，掌声雷
动。 （据新华社南京5月24日电）

把“我”变“我们”—— 一个“80后”思政教师的党课
今年五一前夕，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思政教师徐川发出一
封公开信《答学生问：我为什么
加入中国共产党》。文章被300
多个微信号转载，单日阅读量
超过200万，引起广泛关注。

走近“线下”的徐川，我们强
烈感受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
大学思政教师以自身对党的坚定
信仰，对事业的热爱忠诚，求真务
实的工作作风，勇于创新的精神
追求，出色回答了“我为什么入
党”的追问。

从今天起，我们将在“两学一
做·我为什么入党”栏目陆续播发
不同年代优秀共产党员典型专
访。通过他们的故事与感受，让
我们重温党旗下的誓词，重温党
的宗旨，坚定党性，高扬信念！

两学一做·我为什么入党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