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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运营中心招聘启事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撰稿人员、品牌推广执行人员各2名，诚
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要求。（一）撰稿人员。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事业心
和责任感强；2、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传播、广告、
营销策划、经济、中文等相关专业毕业。3、有较强的新闻敏
感度和洞察力，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采写能力；4、有新闻
采编工作经历者优先；5、年龄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二）品牌推广执行人员。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事业心和
责任感强；2、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广告设计、营销策
划、公共关系、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毕业。3、有较强的营销
策划、平面设计、品牌推广等能力，擅长沟通、交流，业务能力
强。4、形象好，性格外向，擅长英语或日语，有国外留学或
工作经历者优先；5、年龄3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二、报名方式。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
cn）人才专栏，下载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
并发邮件至hndaily_ggb@sina.cn（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
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时请明确应聘岗
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6年9月4日。

三、录用程序。按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审
批等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
营中心管理部 联系电话：（0898）66810037

开展“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月”活动公告
为加快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深入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六大专项整治工作，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我厅决定从2016年8月20日
至9月25日在全省开展“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月”活动。欢迎
广大人民群众来信来电或通过电子邮箱向我厅反映各类环境问
题。

联系电话：65236113 65236169 65316020
联系人：陈粤 李建国 黄冬瑜 梁定民
电子邮箱：hainanhuanbaojc@163.com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6年8月20日

海口市纪委（监察局）面向全省推荐
人选到海口市效能办工作的公告

海口市机关效能建设办公室（海口市投资环境
监督中心）（以下简称市效能办）为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副处级事业单位，隶属中共海口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海口市监察局）。为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建设，根据市效能办人员编制岗位空缺情况，决定
面向全省推荐人选到海口市效能办工作。有意报
名者请登录椰城清风网（ http://www.ycqfw.
net/）公告栏查看详情。

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
根据省人社厅相关文件规定，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退

休费今年9月份统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退休费从2016年9月起由市

社保局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发放时间为每月15日前。
二、已领取社会保障卡但未办理激活手续的退休公务员和参公

人员，尽快持社会保障卡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到海南省农村信用
社（农商行、农合行）各营业网点办理激活手续。

三、尚未申领社会保障卡的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请尽快持本
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标准1寸近期正面白底深色衣服免
冠彩色证件照片1张到海口市66个社保卡服务网点申领，详情可登
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或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下载
安装“海口人社”APP在线申领。

四、服务热线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68571305、

68571306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4小时服务热线：96588
海口市社保局养老保险科：66704842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6年08月15日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关于海口市退休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退休费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告

●“海口人社”安卓版下载：登
录应用市场搜索“海口人社”
下载安装，或扫描二维码：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门户网站二维码：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将处置3辆

运钞车（详见附表），有意者请在登报之日起5个工

作日参加竞价购买，联系电话：66562131周先生/

66559086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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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型号

圣路牌运钞车

圣路牌运钞车

迪马运钞车

车牌号

琼C27190

琼AR1011

琼A19145

发证日期

2008.4.17

2009.7.30

2003.11.18

使用年限

8

7

13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60822期）

受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9月9日10:00在
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凤凰路晴竹园
小区B栋二单元 201号房屋[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11）字第
011290 号]，建 筑 面 积 97.53m2（含 分 摊 的 土 地 使 用 权 面 积
46.67m2）。参考价：108.4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特别说明：房
屋内包含家具家电，可拎包入住；产权过户的相关税、费由买卖双方
各自承担。报名及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月8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8日17:00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
金（以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到我公司（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
正昊大厦22层）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
称：宣汉县人民法院；账号：23170123 09100006910；开户行：中国
工商银行宣汉衙门口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明：三亚市晴竹园小区
B栋二单元201号房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电话：68555951 18976343313 颜先生

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联丰实业公司委托，由我司对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盐灶一

横路118南希公寓A2-401房屋的所有权（证号：HK490415号，建筑面
积：114.41m2）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46.6335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9月9日10:00；2、拍
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南路136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
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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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17:00前到
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
商银行海口海师支行；账号：2201003619200063955；6、缴款用途处须
填明：海口市盐灶一横路118南希公寓A2-401房屋的所有权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
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1351111 18889996371 13876171671

文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公告
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局依法查处的你公司未经许

可，擅自建设银河金座小区D区1#楼、2#楼、5#楼一案，现已查处完
毕并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罚决定：一、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擅自建设的行为，责令改正，并处工程承包合同价款1#2700万
元、2#2200万元及5#2963.53524万元的8%对建设单位海南宇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予罚款，罚款人民币1# 216万元、2#176万
元、5#237.082819万元，共计罚款人民币629.082819万元；二、对未
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责令改正，并处工程承
包合同价款1#2700万元、2#2200万元及5#2963.53524万元的1%
对建设单位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予罚款，罚款人民币1#
27万元、2#22万元、5#29.635352万元，共计罚款人民币78.635352
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我局文综执罚字〔2016〕96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局领取行政处罚
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通告。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给
2个单位授予荣誉称号。

授予77656部队“高原
戍边模范营”荣誉称号

命令指出，该营积极践行强军目
标，大力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接力传承老西藏精神，坚持忠诚为
魂、实干为本、奉献为荣，出色完成封
边控边、维稳执勤、抗震救灾等重大任
务，像一颗永不生锈的钢钉牢牢扎在
祖国西南边关。先后7次受到全国全
军表彰，3次荣立三等功，2000年被
原成都军区授予荣誉称号，2014年原
四总部转发了该营事迹经验。

命令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努
力向该营学习，像他们那样，坚持不懈
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
头脑，不断强化官兵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部队坚
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像他
们那样，牢固确立战斗力标准，紧跟形
势任务真打实备，紧贴实战要求精武
强能，不断增强能打仗、打胜仗的决心
意志和实际本领；像他们那样，坚持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毫不放松落实条令
条例和规章制度，严格规范部队各项
秩序，努力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像
他们那样，始终保持甘于牺牲奉献、埋
头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充分发挥干
部骨干示范带动作用，培养塑造当代
革命军人的精气神，推动部队建设向
更高水平发展。

授予海军372潜艇“践行
强军目标模范艇”荣誉称号

命令指出，该艇入列以来，始终牢
记新型作战力量部队的特殊使命任
务，努力建设过硬的“先锋艇”“主战

艇”，创造了多个第一，保持了良好发
展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该艇紧紧
围绕强军目标建艇育人，着力培育“特
别讲忠诚、特别敢担当、特别有血性、
特别能打仗”的“深海铁拳”精神，艇队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实战能力大幅跃
升，出色完成了战备远航、雷弹实射等
重大任务。2014年在执行紧急战备
拉动暨远航任务中，突遇水下“断崖”
急速掉深险情，全体官兵奋力排险，成
功处置，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潜艇史
上的奇迹。2014年原四总部转发了
该艇事迹经验，2015年被表彰为全军
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荣立一等
功、三等功各1次。

命令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努
力向该艇学习，像他们那样，持续深化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扎实抓好铸魂育
人工作，切实打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
想根基；像他们那样，坚持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

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不断砥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努
力练就慑敌制胜的过硬本领；像他们
那样，大力加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引
导官兵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练技能、长
才干，着力培育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像他们
那样，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坚持按规矩办事、照规程操作，培养官
兵遵章守规的良好习惯，不断提高部
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给4个单位、15名个人记功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4
个单位、15名个人记功。

给在完成任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66114部队记一等功，给在战斗力建
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 91515 部队、
94669部队、96261部队记二等功。

给63620部队一室研究员陈德
明记一等功，给海军工程大学舰船
工程系舰船性能教研室原教授董文
才、61786部队原研究员方平追记一
等功。

给海军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教研室教授李敬
辉，海军工程大学训练部模拟仿真中
心教授张晓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信
息融合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王国宏，
92857 部队副部队长、研究员庄亚
平，92537部队某室研究员王虹斌，
空军工程大学科研部装备发展与运
用研究中心教授柏鹏，95899部队某
所高级工程师侯建，空军空降兵学院
空降作战研究所教授张道炽，96658
部队203分队研究员杨光松，96658
部队204分队研究员陈晓峰，61486
部队21分队研究员孙正明，原沈阳
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韩雅玲
记三等功。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通令

给2个单位授予荣誉称号
给4个单位、15名个人记功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1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指出：以社会团体、基金会
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
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
视社会组织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各
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国
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

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
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
也要看到，目前社会组织工作中还存
在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管理体制不健
全、支持引导力度不够、社会组织自身
建设不足等问题，从总体上看社会组
织发挥作用还不够充分，一些社会组
织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当前，我
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
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
市场、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

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利于激发
社会活力，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
础。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
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基础
性工作来抓，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要求，全面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扎扎实
实做好各项工作。

《意见》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要求，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手抓积
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努力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
发展之路。

《意见》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放管并重;
坚持积极稳妥推进。

《意见》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
年，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
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
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规政策

更加完善，综合监管更加有效，党组织
作用发挥更加明显，发展环境更加优
化；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
会组织制度基本建立，结构合理、功能
完善、竞争有序、诚信自律、充满活力的
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意见》还就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
会组织，完善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策
措施，依法做好社会组织登记审查，严
格管理和监督，规范社会组织涉外活
动，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加强党对
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抓好组织实施
作了具体部署。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图为杭州西湖景区山地公共自行车租借
点。自8月28日起杭州100个公共自行车服
务点启用“扫码租车”功能。这意味着不管是杭
州市民还是游客，只要携带手机就可实现租车，
从而解决办卡不便问题。 （据新华社）

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结束

8省区百余人被刑拘
党政部门超2000人被问责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至8月19日，第
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为期一个月的现场督察阶段
全部结束。7月中旬，督察组分别进驻内蒙古、黑
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8省区。

一个月来，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各地掀起一
场治污问责风暴。目前，已有百余人因破坏生
态和污染环境被刑事拘留，8省区罚款总额或
可过亿元；8省区党政部门已有超2000人被问
责，多数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这样的查处力度，源自于“央字头”环保督察
的制度设计。从此次入驻的人员配备名单可以
看到，督察组组长均为正部级，副组长则由3位环
保部副部长担任。这么高的层级配置，正是为了
破除地方经济发展与治污难之间的利益纽带。

截至目前，8个省区中央环保督察组共向
当地政府交办群众举报环境问题超过万件，其
中仅河南一省就达到2380件，举报问题大部分
已经办结或在办理中。

从2016年起，中央环保督察组将用两年左
右时间对全国各省区市全部督察一遍。第一批
中央环保督察在8省区掀起的这场治污问责风
暴，将对其他未被督察的地区形成强力震慑。

杭州：

扫码即可租用公共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