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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国务院
第三次大督查近日全面启动，督查范
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督查重
点包括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四方面工作23项重点
内容，旨在着力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切
实履行职责，着力推动重大政策举措、
重点投资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加快落
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一些地方
和部门仍然存在改革不深入、工作不协
调、政策不配套、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存
在个别干部懒政怠政和不作为乱作为

等现象，影响了决策部署落地生效。
据介绍，第三次大督查将紧紧围

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
报告要求，聚焦当前经济运行和改革
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对照有关重点工
作部署和量化指标任务，一项一项抓
落实，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项工作往
前赶、抓紧干。

根据工作安排，此次大督查采用
先自查后实地督查的方式。在各地
区、各部门先开展自查的基础上，国务

院将于9月18日派出20个督查组赴
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实地督
查。对去年大督查中受到国务院表扬
激励的 20 个市（州）、20 个县（市、
区），实行“免督查”。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已先
后组织开展两次年度大督查，有效推
动重大政策措施和重点工作部署落
实，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
务顺利完成，提升了政府执行力和公
信力，取得了良好社会反响。

据了解，为推动形成竞相作为、主
动作为的工作势头，这次大督查将进一
步完善激励和问责机制。在督查激励
方面，继续对真抓实干、工作成效明显
的地方给予通报表扬，在资金、项目和
土地等方面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并向基
层市县倾斜。在督查问责方面，继续聚
焦懒政怠政和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抓住
典型，严肃问责。同时，健全合理的容错
纠错机制，切实调动好、保护好广大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全面启动
督查重点包括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四方面工作23项重点内容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
决定：

杜家毫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同志
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陈豪同志任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同志不再
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吴英杰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
国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
员职务，另有任用。

湖南等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杜家毫任湖南省委书记
陈豪任云南省委书记
吴英杰任西藏自治区
党委书记

据新华社福州8月28日电（记者郑良）记
者28日从公安部门获悉，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
山东临沂徐玉玉被骗猝死案中，最后一名在逃
的公安部A级通缉令嫌疑人郑贤聪向警方自
首，目前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8月19日，山东省临沂市高考录取新生徐
玉玉被犯罪嫌疑人以发放助学金的名义，实施
电信诈骗骗走9900元。案发后，徐玉玉与父亲
到公安机关报案，回家途中晕倒，出现心脏骤
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件发生后，公安部立即组织山东、福建等
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经查明，此案为犯罪嫌
疑人陈文辉、郑金锋、陈福地、熊超、郑贤聪、黄进
春等人所为。26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

连日来，公安专案组经过连续奋战，先后抓
获郑金锋等5名犯罪嫌疑人，最后一名在逃的犯
罪嫌疑人郑贤聪向公安机关自首。

公安部A级通缉令嫌疑人郑贤聪自首

徐玉玉案6名
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据新华社广州8月28日电（记者王攀）28
日9时56分，印有“中欧班列”统一标识的集装
箱国际货运班列，满载41组柜“中国制造”，经
天河检验检疫局和广州东站海关统一验放后缓
缓驶出广州大朗货站，一路向北，直奔欧洲。这
标志着广州首发至欧洲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目前，全国已有26个城市开通在运中欧、
中亚班列线路39条，有力推动了我国与沿线国
家的经贸往来。

广州首发至中欧国际
货运班列正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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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在菲律宾马拉维市，
一名狱警经过一间牢房。

菲律宾警方28日说，一伙武装分
子27日在菲南部一所监狱实施劫狱
行动，造成至少28名在押人员逃脱。
菲南拉瑙省高级警官阿古斯丁·特略
说，大约50名携带重装备的武装分子
当地时间27日下午5时40分左右闯
入位于南拉瑙省马拉维市一所监狱，
释放了8名在押的反政府武装“毛特
组织”成员，另有至少20名其他在押
人员趁机越狱。 新华社/法新

菲律宾发生武装劫狱
28名囚犯逃脱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二、招标代理单

位：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三、工程名称：红岭灌区
工程水保监测。四、工程概况：红岭灌区工程位于海南省东北部及
中部的海口市、文昌市、定安县、琼海市、屯昌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6市县境内，是红岭水利枢纽工程的配套项目，红岭水利枢纽工
程是以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为主，结合防洪，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
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五、报名资格：1、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
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资质要求：投标人
须具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甲级资质。六、招标文件的获取：凡
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年8月30日至2016年9月5日，在http:
//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
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和《海
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详情请登录：http://www.hizw.
gov.cn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张工0898-66116533

采购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
标的1：聚合氯化铝单价采购；
标的2：食品级盐酸单价采购；
标的3：氯酸钠单价采购；
标的4：乙酸钠单价采购；
标的5：次氯酸钠单价采购；
详见采购招标公告（网络版）：《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aikouwater.com）。
三、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8月29日至2016年9月2

日，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分
（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6号水务大楼303室报
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代码证、法人委托书
（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资料（收加
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购买招标文件，每个标的招标文件售价
300元，售后不退。投标保证金的金额：5000.00人民币（现金）。

四、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网站（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及《海口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aikouwater.com）上发布。

五、联系人及电话：黄先生 、张先生 0898-66269665

荣昆河河道改造工程监理标
中标候选人公示

荣昆河河道改造工程监理招标于2016年08月25日在海口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定，
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甘肃西北信诚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华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 08月 29日至2015年 08月

31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投诉，投诉电话：
0898-68555207。

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日期：2016年8月26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关于开通社保咨询电话的通告

为了给广大参保人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方便参保人咨询社会保险问题，我
局 正 式 开 通 社 保 咨 询 电 话 ：（0898）
96377。

特此通告。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6年8月25日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02、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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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标的1、位于海口
市龙华区滨海大道75号宝华海景公寓2号楼23层A2306房（证号：
HK328957号、建筑面积：97.55m2），参考价95.35万元，竞买保证金20
万元；A2307房（证号：HK329181号，建筑面积：78m2）参考价：76.24万
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标的2、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南浦丽
江花园彦楼9座504房（证号：2258390号，建筑面积：65.30m2），参考
价：86.685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1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
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九层本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
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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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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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的 1 账 号 ：
1009454890000713；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714。6、缴款用途
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标的
1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2）标的2按现状净价
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31650777
1890758884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0908期）

受委托，定于2016年9月8日10时在海口市龙昆北路和亿华天

酒店（湖南大厦）三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拍品清单》请来我司索取，9月6日起在秀英区海港路8号预展，

9月 7日 16时前缴纳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电话：66723114
13036099114；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保证金序号 标的名称 参考价 保证金 序号 标的名称 参考价

1 2

3 4

5

8.7万

3.5万

7.3万

4万

2万

4万

丰田佳美轿车

电子设备

0.71万

0.36万

0.5万

0.2万

雷克萨斯轿车

别克君越轿车

金饰品及翡翠 备注：第5项整体优先，可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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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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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单位委托，定于 2016年 9月 16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
拍卖厅拍卖以下标的：

1、海南华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属下主要
有位于五指山市美食城一条街南侧9225.72平方米四星级酒
店）。起拍价（人民币）：6500万元。

2、海南椰润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属下有海口市桂
林洋10631.08平方米城镇住宅用地及地上建筑物。起拍价
（人民币）：1300万元。

3、琼中县营根镇海榆路新二区（云鼎雅苑）2幢 201号
1012.6平方米铺面。起拍价（人民币）：550万元。

※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整体拍卖，委托方提供相关过户手
续。有意者请于2016年9月14日16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相关竞买手续，同时按起拍价 30%交纳竞买保证金
（以款到账户为准）。

联系电话：15607500088 36683188
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53号国际大厦北十楼

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5期)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万宁市万城镇保定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二期）工

程。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规模为6881亩；工期：365日历天。施
工标：资格要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项目
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有
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
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招标范围：土地平整、灌溉和排水、田
间道路、其他等工程施工总承包。监理标：资格要求：具备水利水
电工程监理乙级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项目总监
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水利（水工建筑）专业监理工程师执业资
格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招标范围：施
工阶段及保修阶段监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请于2016年08月
30日至2016年9月5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报名
获取招标文件。联系人：陈先生18608908901

（公告详情请登录http://218.77.183.48/site/查看）

中标公示
海口市美兰区公共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项目监理于2016-

08-26 日 8:30:00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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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标委员会评审，推荐中标候选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华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8月29日至 2016年8月31日共三个工作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联系电话: 0898-65374307。

招标代理机构：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68556335

土空袭叙北部库尔德武装
打死25名武装分子

土耳其军方28日空袭叙利亚北
部库尔德武装，共打死25名武装分
子。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
声明称，28日上午对恐怖组织库尔德
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叙利亚民
主联盟党及其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进行空袭，摧毁其占领的建筑物 5
座。声明强调空袭是在土耳其军队
被恐怖分子袭击后发起的。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军
官说，土军27日出动两架F－16战
机轰炸了由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
队”占据的一处地盘。库尔德方面证
实，空袭发生在叙利亚边境小镇杰拉
卜卢斯以南8公里的阿马尔奈村。

空袭过后，土军又在其支持的当
地反对派武装火力配合下，与库尔德
武装展开激战。土耳其官方阿纳多
卢通讯社报道，两辆土军坦克被火箭
弹命中，造成一死三伤。库尔德方面
则说，在阿马尔奈村附近摧毁了两辆
敌军坦克，打死多名坦克兵。

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土军本月
24日出兵叙利亚以来，第一次空袭叙
利亚库尔德武装，也是土方首次遭遇

人员损失。
土耳其官方将此次行动定性为

反恐作战，目标是清除叙利亚北部
“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武装的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土军虽然名义上“两
个都打”，但重心显然放在后者。

近年来，叙北部的库尔德武装

在美国扶植下成为打击“伊斯兰国”
的生力军，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已经
在叙利亚北部构成事实性自治。土
耳其担心，一旦叙利亚库尔德人组
建自治区，会对土耳其国内数百万
库尔德人产生示范效应，危及土耳
其国家安全。

美联社分析，土军之所以选择杰
拉卜卢斯及其南部“下手”，是因为这
一地带是连接叙利亚北部东西两个
库尔德人控制区之间的战略要地，拿
下此地就意味着阻断了库尔德势力
在叙利亚北部的汇合。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