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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7年5月 26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标的：位于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F栋1801号房产一套（证载面积：
189.84m2）。参考价：88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 。瑕疵说明：标
的以现状净价拍卖,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持裁定自行办理过户手续，过
户税费由买方独自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5月24日
11:00止。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7年 5月24日17：00
前，以款到帐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截止时间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账户名称：户名：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开户
行：中行丰润支行；账号：10014828310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
人姓名或名称、（2013）丰非执字第22-23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47号港澳申亚大厦2003室；联系电话：31982239 18889921880

委托方监督电话：0315-5187866(办公) 18103259366（手机）

海南京都汇银投资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开发的波溪·丽亚湾占
地面积82820m2，建筑面积115160m2，容积率1.50，绿化50.20%。项
目位于文昌航天城高隆湾风景区内，高隆路文府路交汇处。波溪·丽
亚湾维景国际酒店土建工程已完工，现决定对波溪·丽亚湾维景国际
酒店精装修工程施工单位进行公开招标。1、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概
况：本酒店由两栋12层塔楼和2层中央接待大厅组成，建筑面积约
28000m2。2、招标范围：波溪·丽亚湾维景国际酒店精装修工程。3、
工程地点：海南省文昌市清澜镇文府路299号。4、工程质量：合格。
5、投标单位资质等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装饰装修工程专业
承包甲级资质企业。6、报名需提交：企业法人委托书；企业资质文件；
近3年完成的类似项目业绩情况，应附中标通知书和（或）合同协议
书，竣工验收表复印件。提供的资质文件应加盖公司印章。7、报名截
至时间：2017年5月25日，招标人：海南京都汇银投资有限公司文昌
分公司，联系人：王先生13976115900，邮箱：370482100@qq.com。

招标公告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5HN0043、XZ201705HN0044、0048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海口市义龙横路1号南

希花苑E座604、605两套住宅房整体转让，两套房共90.54m2，房产证
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J005915号、第HJ005914号，无土地
证，挂牌价格50.8834万元。2、海口市海甸岛海达一横路1号兴安公寓
二单元605房，面积86.77m2，房产证号海房字第21124号，无土地证，
挂牌价格27.14万元。3、琼AQ2190江淮小轿车，挂牌价格为6250元。
以上项目均采取“网络报价，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每个项目需
缴纳竞买保证金，具体数额见网站公告。公告期：2017年5月11日至
2017年5月24日。详情请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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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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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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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3（施女士）、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5月11日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2017年高招工作答记者问

确保各地高考录取率不降低
1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对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和管理工作进行部署。
这份年度招生计划是如何制定的？今年的招生计划有什么新特点？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年度招生计划是怎样制定的？
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

生计划总量，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教育部，根据国家教育发展规划
确定的五年、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目
标，结合国家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安排建议，经全
国人大审议通过后执行。

国家安排分省普通高校本科招生
计划总量时，重点考虑各省高考报名
人数和入学机会、经济支撑能力和高

校办学条件、区域公平和国家重大战
略等一系列因素，每年各省高校招生
计划随上述因素的变化动态调整。为
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的要求，进一步
扩大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自

2016年起，教育部将高职（专科）招生
计划审批权下放到各地各部门，地方
所属高校的高职（专科）招生计划由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省实际自主确
定，报教育部备案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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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于2008年启动实施国家
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据
统计，该计划实施9年间，录取率最

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了
12个百分点，如果按在校生规模1万
人折算，相当于为中西部地区增设了

100多所普通高校，圆了100多万中
西部地区孩子的大学梦。

2017 年，该计划安排 28.7 万

人，其中本科计划16.7万人、专科计
划12万人，预计省际间录取率差距
将进一步缩小。

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
计划任务由地方所属普通本科和
高职院校承担，不影响中央部委所

属高校投放到各省份的招生计
划。2017年，教育部引导中央部委
所属高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适度

增加本科招生规模；要求中央部委
所属高校本科招生总规模不少于
去年，投放到各省的招生计划也不

少于去年。
记者施雨岑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食药监总局通告
3批次乳制品不合格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陈聪）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告称，食药监总局
近期组织抽检乳制品、粮食加工品、糖果制品、饮
料等7类食品519批次样品，发现3批次不合格样
品，其中一款产自美国的米格农场浓味车打干酪，
酵母检出值比国家标准高出1639倍。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
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根据通告，不合格产
品情况如下：

乐天超市有限公司北京望京分店销售的标称
北京嘉思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进口的德国阿尔伯特
牛奶厂生产的芙莱蒂脱脂纯牛奶，商业无菌检验结
果为非商业无菌，标准规定应该符合商业无菌要求。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北京万泉河商
场销售的标称北京新百利恒康源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进口的产自美国的米格农场浓味车打干酪，酵
母检出值为82000CFU／g，比国家标准（不超过
50CFU／g）高出1639倍。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北京万泉河商
场销售的标称北京宝和瑞源食品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经销的产自美国的荷氏农场马苏里拉干酪，酵
母检出值为46000CFU／g，比国家标准（不超过
50CFU／g）高出91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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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是否会影响承担省份的考生考取中央部委高校的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5月10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兴边富民行动

“十三五”规划》，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和
各族群众生活改善；听取去产能工作
进展和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督查情
况汇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部署扩大
和升级信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培育
发展新动能。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
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关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大局。一要
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加强教
育、医疗、养老、就业、文化等基本公共

服务，到2020年实现边境村庄通路、通
电、通信息、通安全饮用水及有合格卫
生室和村医、有安全住房等目标。实施
精准支持边民就地就近脱贫的措施。
二要发展农牧业、文化旅游、民族手工
艺等特色优势产业和商贸物流等产业
园区，实施沿边重点城镇、少数民族特
色村镇建设工程。加强边境生态安全
保障，探索率先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收益
扶持和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三
要加大政策扶持和对口支援力度，各部
门的惠民政策、项目和工程要向边境地
区倾斜，合理提高对边民的基本医保补
助标准，促进就业创业。四要深化沿边
开放合作，推动相关边境地区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推进人员往来和通关便
利化，完善相关监管，促进边民互市贸
易发展。

会议指出，化解和淘汰过剩落后
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
务，是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的必然要求。下一步，一要更多
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扎实有效化
解和淘汰过剩落后产能。坚决查处违
法违规生产建设及不符合环保、质量、
安全等标准的企业，对工作不力的地
方要严肃问责。各地要限时将前期排
查中发现的“地条钢”产能彻底取缔、
拆除设备，严防死灰复燃。对列入年
度去产能任务的煤矿要在11月底全

部退出。淘汰、停建、缓建煤电项目的
任务要尽快明确时限、责任到人。二
要把做好转岗职工分流安置放在突出
位置。支持钢城煤城打造“双创”平
台，加快培育新动能，强化就业困难职
工托底帮扶。要及时拨付和用好中央
财政专项奖补资金，地方和企业要落
实相关资金与措施，确保分流职工就
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加强债务处
置指导，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兼并
重组。三要强化督查督办，各地要及
时公布去产能相关信息，健全举报制
度，防止淘汰落后产能弄虚作假，同时
坚决控制劣质煤进口。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会议确

定，在前期已出台措施基础上，聚焦生活
类、公共服务类、行业类等消费新领域及
新型信息产品，推进信息消费升级。一
是支持企业研发数字家庭等产品，大力
发展智能可穿戴、虚拟现实等高端智能
设备。壮大在线教育、医疗和数字影音
等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用市场化方式
发展知识分享平台。二是加快推进网
络提速降费，推动通信、物流、支付、售
后等全过程降成本。加快信息终端普
及和信息进村入户，扩大信息消费覆盖
面。三是完善网络安全和市场监管体
系，切实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严厉打击信
息和网络诈骗。用安全、便捷、丰富的信
息消费助力经济升级和民生改善。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加快信息终端普及和信息进村入户
■ 通过《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 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和各族群众生活改善
■ 听取去产能工作进展和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督查情况汇报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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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举行“月宫365”
计划志愿者入舱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李江涛）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月宫一号”10日举行志
愿者入舱仪式，8名志愿者分成两组将轮流进入

“月宫一号”进行为期365天的实验，以完成“月宫
365”计划。

这是北航继2014年成功完成105天我国首
次长期高闭合度集成实验后，再次利用我国第一
个空间基地生命保障地基综合实验装置“月宫一
号”，进行的为期365天、多人次更高闭合度的生
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综合实验。

此次“月宫365”的科学研究对保障中国载人登
月、月球基地及火星探测等航天计划的顺利进行、保
障航天员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等具有重大意义。

据“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航生物医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刘红介绍，此次“月宫365”实验的目的是
明晰在不同代谢水平的乘员组合变换、超高负荷冲
击、遭遇停电故障等情况下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
稳健的稳定性，进一步验证和完善建立的系统长期
稳定运行调控技术，并研究系统的可靠性评价方法。

8名志愿者均为北航在校研究生，他们将分
别负责植物种植和管理、尿液等废水处理、食物加
工、秸秆粉碎、小麦脱粒及环境微生物样品采集等
多项实验工作。

电商大数据报告显示：

国货越来越受
消费者青睐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
于佳欣）电商平台的大数据里能看出
怎样的国货发展轨迹？在首个中国品
牌日到来之际，京东集团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国产品牌在电商平台快速
增长，购买国货已成为消费新风尚。

根据京东10日发布的名为《京东
中国品牌发展报告》，2016年，在冰
箱、厨房卫浴、智能家居、手机、游戏本
等品类里，中国国产品牌销售量占比
已经超过60%。

2014年至2016年，国产品牌销
售数量和金额增长最快的十大品类
中，清洁用品、智能家居、智能手表、干
衣机、休闲食品等均榜上有名。

报告显示，大量中国品牌在京东
平台上取得高速增长，过去3年间，锤
子、李宁、OPPO、vivo、小米、安踏等
品牌在京东的销售额平均增长超过了
60倍。用户的点评也从过去的集中
在性价比方面转向了质量、设计、功能
等方面。

根据大数据统计，创新设计和经
典传承越来越成为国民消费情怀。
90后、在校生等成长中的消费群体成
为中国品牌的消费主力；电商正在通
过全面资源投入，帮助越来越多的中
国品牌和中华老字号在互联网时代焕
发青春。

“中国品牌之所以不断赢得消费
者，与品质、创新和传承不无关系。”京
东数据研究院院长刘晖说，作为一个
高速成长的中国品牌，京东未来将继
续通过营销、技术、物流、金融的全面
资源投入，助力中国品牌成长。

新西兰向我国返还罚没
闫永明犯罪所得1.3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公
安部获悉，新西兰奥克兰地区法院对曾被我国
通缉的“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在新西兰犯洗钱
罪进行宣判，判处闫永明5个月家庭监禁，附加
6个月缓刑监管。此前，新西兰将罚没闫永明
犯罪所得的2785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
返还我国。

2016年初，中国警方在与新西兰警方联合
调查闫永明犯罪所得，并积极准备提请新西兰
引渡闫永明的同时，开始对闫永明开展劝返。
在法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闫永明最后选择退
还巨额赃款、缴纳巨额罚金，并接受中新两国法
律审判。2016年 11月 12日，闫永明回到中国
投案自首。

田野响彻“东方红”

5月9日，在中国一拖集团有限
公司第三装配厂，一台刚刚组装完成
的拖拉机下线。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中国一拖
集团有限公司，是新中国建设的第
一个拖拉机制造企业。1958年，中
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在这里诞
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拖已
形成涵盖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动力
机械、车辆和关键零部件等产品的
“东方红”产品家族。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第十八届全国焙烤职业技能竞赛
在上海举行

5月10日，参赛选手在现场制作西式糕点。
当日，第十八届全国焙烤职业技能竞赛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