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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园林景观工程设计公开招标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园林景观工程设计公开招标，具体内容详见招标
文件，有意者请来电联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7年6月5日～16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

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以上证件核原件收盖公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董小姐0898-66810879

海南莱唐实业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海南莱唐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将在近期转让过户本公司股权，现

进行债权债务的清理登记，现将有关债权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登记时间：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7日。二、申报登
记的债权范围：与海南莱唐实业有限公司形成的真实、合法、有效且
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所有债权。三、申报需提交资料：1、《工商营业执
照》或债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有效债权凭证，包括借条、欠
条、收据、发票、合同、工程结算单、银行进账单等相关资料。四、注意
事项：债权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本公司将不再承
担偿还责任。五、申请登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孙晓欧 电话：
13337616256 邮箱：yangzi78@163.com 地点：琼海市兴海南路鸿
信御景湾三楼

特此公告 海南莱唐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5月31日

关于股权转让的债权申报公告
韩兴丰：本机关受理韩仁宗、韩文丰不服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韩仁宗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一
案。经审查，本机关认为：你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
行为有利害关系，现依法告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
议，并向你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
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向本机关提交有关复议请求的
书面意见、证据及有关材料。（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
响复议案件审理。）

海口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2017年5月24日

公 告
林树鑑：本机关受理林树清、林青山不服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林青山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一
案。经审查，本机关认为：你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
行为有利害关系，现依法告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
议，并向你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
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向本机关提交有关复议请求的
书面意见、证据及有关材料。(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
响复议案件审理。)

海口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2017年5月24日

公 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精
神，经研究决定，在本院辖区内选任人民陪审员，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选任人数
本届选任人民陪审员80名。
二、选任资格条件
1、公民担任本院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年满二十八周岁；（3）品行良好、公道
正派；（4）身体健康；（5）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但农
村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6）限本院案件管辖地
域范围内公民。

2、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
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2）因犯罪受
过刑事处罚的；（3）被开除公职的；（4）不能正确理解和表达意思
的人员；（5）其它不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情形。

三、报名程序和要求
（1）报名方式：个人申请、组织推荐
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公民，可向我院提出书面申请。
组织推荐。公民所在单位征得本人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向

我院推荐。
（2）报名材料：①公民的身份证、户口簿、暂住证等身份证明

材料及复印件（验原件）；②学历证书及复印件（验原件）；③近期
免冠1寸照片3张；④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⑤
填写并提交《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需加盖公章）或者《人民

陪审员人选申请表》一式三份。表格可到报名点领取，也可在海
口海事法院门户网站（http://www.hkhsfy.gov.cn）下载。

（3）报名时间：2017年6月21日－2017年6月30日
（4）报名方式和报名地点：
①现场报名
共设以下５个报名点，可就近报名。
海口本部（含三沙法庭）：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74号海口

海事法院政治部。联系人：林先新 66278073
博 鳌 法 庭 ：琼 海 市 博 鳌 镇 昌 平 街 。 联 系 人 ：耿 兵

18789806111
洋浦法庭：洋浦经济开发区沙塘路7号。联系人：张圣府

18808922007
三亚法庭：三亚市建港路48号。联系人：杨衡 38270650
八所法庭：东方市北九龙大道 9 号。联系人：曹贤伟

25510327/25510317
②网上报名
报名材料准备齐全后，也可通过网上邮箱发送至hkhsfy@

163.com，完成报名。
报送主题统一表述为“姓名（意向部门）-海口海事法院人民

陪审员报名材料”。例如，在三亚工作的报名人张三，报送主题应
表述为：张三（三亚法庭）-海口海事法院人民陪审员报名材料。

通过网上报名的，初审合格后，我们将择期通知相关报名人
提交报名材料原件。

详情请见海口海事法院门户网站（http://www.hkhsfy.
gov.cn）。

海口海事法院
二○一七年六月一日

海口海事法院公开选任人民陪审员公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甸支行催收公告
截止2017年5月26日，以下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时归还借款本息，我行经多次催收无果，特此公告，限以下借款人见报后10日内

立即偿还积欠借款本息或全部本息，否则我行将依法提起诉讼。
单位：元

积欠利息
31.96
31.97
48.35
70.76
187.76
3487.64
3606.19
3830.51
3093.99
4764.52
258.87
9639.35
9737.86
64.5
149.15
237.09
302.28
291.09
41.18
41.18
41.18
41.18
41.18
24.7
41.18
41.18
16.45
41.18
41.18
41.18
41.18
215.91
16.29
271.62

积欠本金
487.24
500
1962.76
1765.16
3000
18086.67
18731.29
19818.57
15457.69
23802.08
5412.3
48242.86
46883.05
2181.69
2592.03
3000
5473.67
4536.78
500
500
500
500
500
300
500
500
200
500
500
500
500
5977.24
294
4900

借款余额
487.24
500
1962.76
1765.16
3000
18086.67
18731.29
19818.57
15457.69
23802.08
5412.3
48242.86
46883.05
2181.69
2592.03
3000
5473.67
4536.78
500
500
500
500
500
300
500
500
200
500
500
500
500
5977.24
294
4900

大学生综合贷款

大学生综合贷款

大学生综合贷款

贷款种类

622624199607190675

370285199510093817

420683199302240919

身份证号码

成江涛

崔 涛

方利樊

借款姓名

1

2

3

序号

逸贷

个人信用贷款
4 冯学斌 460031710110601

5 冯 莹 610324199603063425 大学生综合贷款
逸贷
逸贷6 符永群 460022197011114114

7 顾宇恒 340603199503130415 大学生综合贷款

8 郭荣昌 430482199709209272 大学生综合贷款

9 贺红铖 522132199401272156 大学生综合贷款
10 黄 磊 433130199502012114 大学生综合贷款

11 黄 涛 460033199002250876 大学生综合贷款

12 黄泳翔 450702199408223618大学生综合贷款

13 江新宇 340824199410014688大学生综合贷款

43.46
364.23
3666.64
7514.04
7333.21
5910.42
14.24
3.73
203.12
3.73
164.12
282.42
2544.21
180.29
180.32
24.67
27.29
29.65
32.05
31.17
147.76
0.02
90.62
68.54
4511.5
3426.81
2018.19
2097.18
2269.52
16.39
18.58
18.58
2587.36
12244.08

784
5805.54
24369.49
47984.14
48739.52
51635.06
199
100
5240.71
100
3139.1
5570.27
41614.52
4626.39
5798
490
495.03
493.82
500
485.77
3025.78
2.04
2319.03
1914.74
38642.35
26428.92
15564.49
16173.2
27522.7
1700
2000
2000
13513.78
61490.54

784
5805.54
24369.49
47984.14
48739.52
60663.8
199
100
5240.71
100
3139.1
5570.27
41614.52
4626.39
5798
490
495.03
493.82
500
485.77
3025.78
2.04
2319.03
4379.25
38642.35
26428.92
15564.49
16173.2
27522.7
1700
2000
2000
13513.78
61490.54

借款余额 积欠本金积欠利息
江新宇 340824199410014688 大学生综合贷款

14 李虹宇 211003199408274313 大学生综合贷款

15 刘彬丰 510213198204191216 个人信用贷款

16 陆 琪 460103198305260011 逸贷

17 麦贻矗 460002199512020056 大学生综合贷款

18
19
20
21
22

倪佳琳
庞廷伟
彭大荣
邱小妹
沈 超

370702199604102223
460103199410311831
460100196501152773
460028199309131221
370911199311081219

大学生综合贷款
大学生综合贷款

逸贷
大学生综合贷款
大学生综合贷款

23 石奇亮 46003319930801389X 大学生综合贷款

24
25
26

王 进
王先安
谢盛林

460031199208166474
46000619940224461X
460005199612114534

大学生综合贷款
大学生综合贷款
大学生综合贷款

27 杨 超 210727198002033919 逸贷

28 张 凯 371202198805256818 逸贷

29 郑堂华 460104199205190918 大学生综合贷款

30 郑有平 460100591012187 逸贷

贷款种类身份证号码借款姓名序号

东方风来满眼春。四年多来，
在国际关系舞台和全球治理领域，
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具
有深远意义的倡议和理念，引发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给受诸多挑战困
扰的世界带来新启迪、新活力和新
希望。

这些理念和倡议秉承优秀东方
文化底蕴，同时与时俱进地适应当
今时代形势，彰显中国领导人宽广
的历史视野、深厚的人文情怀、高度
的文化自信。

整体思维 标本兼治

从“天人合一”论到“万物一体”
说，整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基因。中国人观察事物、解决问题
注重着眼全局，这样才能把事情的
本质看得清，解决问题的“药方”开
得准。

这种整体观体现在新时期中国
外交一系列理念与实践之中。“中国
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也需要
中国”的信念，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前所未有地紧密。“拓展南南合作”
的同时倡导“推进南北合作”，让人

明白不仅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合
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
相互依赖的发展整体。

从广袤亚欧大陆起步，习近平
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呈现
整体发力的态势：“五通”并举表明

“一带一路”着眼硬件与软件、物质
与人心的全面畅通；政府主导、企业
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保障“一
带一路”的推进稳健而有力；从亚
洲、欧洲到非洲、美洲乃至整个世
界，都展现出参与的热情，使得“一
带一路”建设进展超出预期。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反
恐乱局、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
挑战，国际社会尝试过“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法，但治标难以
治本，且“副作用”令人叫苦。习近
平主席开出的“中国药方”，则注重
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为开拓全球经济治理新局，
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平等为基础、
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
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面对当前世界安全领域挑战，他
提出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和保障
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统筹维护传
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坚持
发展和安全并重。

“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
情怀打量这个世界，正是中国的大
国外交提供的新‘世界观’。”“和平
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如此评述。

长远着眼 利益千秋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以史为
镜鉴当下，未雨绸缪谋长远，是习近
平外交理念又一鲜明的东方特色。

以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和平
基因阐释中国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和
平外交政策，通过回顾近代以来热
战的血腥、冷战的冰冷呼吁国际社
会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
历史纵深感，增加了中国倡议、中国
理念的说服力、道义感。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
和把握中美关系，共同打造中欧和
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
系，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这些着眼长远
的外交倡议为中国处理各种双多
边关系指明了方向，不为一事所
惑，不为一言所扰。

习近平主席为区域和全球发展
繁荣所提出的方案倡议，同样展现
出面向未来的大视野。对于亚太区
域发展，他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上指出，应打造“有利于
长远发展的开放格局”；对于“一带
一路”建设，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时强调，“不急功近利，不搞
短期行为”；而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更是着眼于实现人类持久
和平与繁荣。

中国人的长远眼光，给许多外
国人士留下深刻印象。联合国社会

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主席菲利
普·查沃斯认为，“中国人看问题的
角度和眼光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加长
远”。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则感言：

“中国传统的智慧思想和长远眼光
对解决世界问题非常重要。”

一些志在长远的规划，可能会
影响到眼前的利益，如何权衡？中
国给出的答案是以长远为重。将生
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发展总体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信念，这是中国国
内发展的追求；在国际舞台上，作为
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等领域勇于担当，发挥重要引
领作用，同样源自为子孙后代谋福
祉的长远思维。

和而不同 广结善缘

群而不党、和而不同，天下为
公、有容乃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神品格。

这一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中国外
交中得到创新性继承：摒弃结盟对
抗的旧思维，跨越意识形态和地缘
政治的隔阂，打造“对话不对抗、结
伴不结盟”的国家关系……而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创
新与超越。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新型
国际关系”的理念，对国际关系生态

产生积极影响。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身体

力行。近年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
姿态，与世界各国广泛构建伙伴关
系，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臻
完善。传统理念中“四海之内皆兄
弟”的情怀正演绎为新时代一个个
广结善缘的精彩故事。

中国倡建的合作平台，可谓“海
纳百川”。“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所
有国家开放。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合
作平台，如此广泛的包容性，历史上
前所未有。中国倡建的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
区域的国家开放，目前成员国总数
已达77个，同样见证着开放包容的
东方智慧强大的吸引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习近平
外交理念中的东方智慧，正在以润
物无声的影响力、纾困解难的生命
力、立己达人的道德力，为全球治理
变革、为世界和平繁荣带来新的滋
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
罗夫斯基认为，中国提出的一系列
理念和务实方案，“有助于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则明确呼吁国际社会“应欢迎中国
提出的原则和倡议”。

源远流长的东方智慧，伴随着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脚
步，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世界魅力。

记者郑汉根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习近平外交理念彰显东方智慧
砥砺奋进的5年

新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确保
实现2017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国务
院近日发出通知，部署开展第四次大督查。

这次大督查的总体要求是，围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任务要求，切实
发挥督查抓落实、促发展的“利器”作用，进一步强化
各地区、各部门抓落实主体责任，推动解决影响政策
落实的突出问题，促进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按照通知要求，从5月底至7月初，各地区和各
部门对照督查重点内容开展全面自查。7月中旬，国
务院将派出督查组，在兼顾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情
况的前提下，选择重要经济指标排名靠后、重点工作
任务进度滞后、有关问题相对集中的部分地区进行实
地督查。同时，选择《政府工作报告》重点目标任务完
成进度较慢、有关督查发现的重点问题整改力度需进
一步加大的部分国务院部门，组织开展书面督查。

国务院发出通知部署开展第四次大督查

防范重点领域风险，主要包括防范化解不良资产风险，推进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查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防范、处置和打击
非法集资，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等情况。同时，对本届政府“约法三章”等公开承诺事项、“十三五”规划纲要重要目标任务
落实情况开展督查

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全国医保信息联网，医疗联合体建设，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落实减贫
和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强化环境污染防治特别是雾霾治理等情况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主要包括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实施《中国制造
2025》，网络提速降费，全国“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等情况

适度扩大总需求，主要包括加快发展服务消费，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铁路、公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以
及“十三五”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促进民间投资、外商投资，盘活财政沉淀资金等情况

通知明确，这次大督查重点督查 个方面内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钢铁、煤炭、煤电等行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用能、物流成本，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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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记者齐中熙）6
月1日起，最大起飞重量在250克以上的民用无
人机开始实施实名登记注册。已购买无人机的个
人，须在8月31日之前完成登记注册。逾期未注
册，其行为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行为，无人机
使用也将受到影响。

民用无人机
今日起实名登记注册

5月31日，一位媒体记者在新品见面会上用
手机拍摄大疆推出的“晓”Spark掌上无人机。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吴政隆任江苏省代省长
新华社南京5月31日电 江苏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31日决
定，接受石泰峰辞去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
请求，决定任命吴政隆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代理省长。

据新华社“向阳红09”船5月31日电（记者刘
诗平）“蛟龙”号载人潜水器6月1日将进行今年马
里亚纳海沟的最后一潜，设计潜深为6700米。

海沟深度超过6000米的海域，是极端环境
下的深渊区。在无光的幽暗世界，极端高压、温
度超低、地震频繁，在这样最富有挑战性的环境
里，“蛟龙”号连日来深潜发现，深渊区竟然生活
着众多的动物。如今，和平探索这片水域正在成
为科学家们的共同追求。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
的海洋学家近年来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调
查。来自中国的“蛟龙”号则在这里进行了19次
下潜，除了海上测试之外，以科学调查为目的的
下潜已完成13次。

在马里亚纳海沟

“蛟龙”号今日进行
今年最后一潜

5月30日，“向阳红09”船上的工作人员在
操作“蛟龙”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