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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资产名称
三亚金燕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

2,000,000.00

利息

5,374,777.75

本息合计

7,374,777.75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或签订日期）
1.1999年4月16日农银抵借字99第03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100万元
2.1999年11月25日农银抵借字荔第991125001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100万元

担保人
麦立帅
符福梅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吴哲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三亚金燕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吴哲，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哲履行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吴哲债权转让公告
据座落于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区滨纬七路，儋州重庆建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声称，不慎遗失房屋所有权证24本，证号是:儋州市
房权证白马井字第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凡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15天内向儋州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否则届时将注销该房屋所有权证,按有关规
定予以补发。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23880386
2017年10月23日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遗失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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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应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丁村经济社拟建的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
城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南侧、迎宾大道西侧,方案设计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
表》(琼A太阳能核字【2017】003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836平方
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17年10月27日至1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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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 ，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0月27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韩洁 刘羊旸）党的十九大新闻发言人
庹震26日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专题
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纪委副书记肖
培，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宣
部副部长王晓晖，中央文献研究室主
任冷溶，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党组书记、
副主任袁曙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中央纪委驻国务
院国资委纪检组组长、国资委党委委
员江金权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解读十
九大报告并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的
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
凡的五年。”袁曙宏说，“极不平凡”四
个字，说出了全党8900多万党员、全
国13亿多人民深刻的感悟、无限的感
慨和无比的自豪。从国内来看，这五
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
旗定向、力挽狂澜，淬火成钢、攻坚克
难，砥砺奋进、成就辉煌的五年。在短
短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党、国家和军队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比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大、更有力量；从世界范围来看，
这五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而中国
则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
民幸福、百业兴盛。正如报告所强调：

“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
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
的。”五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推进历史
性重大变革、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最
根本的就在于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指引，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我们党的
核心、人民的领袖、军队的统帅。我们
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英明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冷溶
说，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报告的一大
亮点，贯穿报告全篇。新时代是从党
的十八大开启的。党的十九大确立了
新时代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党
的历史使命，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
图，作出了新时代的战略部署，明确了
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
论断有充分的依据。从原来讲的“物
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
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反映了我国
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
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重点要求。经济建设仍是中心
工作，但在新时代更要注重抓全面发
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
改变我们对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判断。

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通过的党章
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王

晓晖认为，这是十九大的突出亮点和
重大历史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
答了实践和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
的主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构
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
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的主要
创立者是习近平同志。用他的名字
命名这一科学理论名副其实、当之无
愧，这也体现了我们党理论上的成熟
和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
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
界，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辟了
管党治党新境界。

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杨伟民说，
十九大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点。再过三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特别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十九大也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及其“两步走”战略安排。
2020年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实践主题将转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
全面就变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保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连
续性。同时，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
完整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时间表、路线图，把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
使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表述更加完
整。不再提GDP翻番目标，是为了
更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全面发展。

谈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江金权说，
十九大报告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根据
新时代新要求，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
性认识，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方针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布局是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要求是提高党建工
作质量；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
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为新时代党
的建设提供了一个立体“坐标系”和精
准“定位仪”。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
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马克思主
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报告还着眼

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
定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
领等八项重点工作。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肖培说，十九
大报告3.2万字，这部分内容就占了
4100字，是报告的八分之一多，可见
分量之重。这部分1个序言、8项任
务，条条都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
诺，句句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宣
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是紧紧围绕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二是把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驰而不息抓好
作风建设；三是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四是以坚如磐石的
决心，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五
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增强
自我净化能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
目的，就是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
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此
外，要落实十九大决策部署，将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实现巡
视监督、派驻监督、国家监察三个全覆
盖，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关方面负责人还回答了中外记
者的提问。35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了
新闻发布会。

党的十九大新闻发言人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有关方面负责人解读十九大报告

秦为稼表示，国家海洋局未来在
极地工作方面将加快构建布局管理、
业务、科研、队伍、全球治理等五个体
系建设。

在管理体系上，在国家现有极地
战略规划框架下，加速升级现有管理
制度，加快出台南极立法，完善极地行
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等管理体
系，统筹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协
会等协调开展极地活动。

在业务体系上，实施“雪龙探极”重
大工程，探索形成有关部门分工有所
侧重、协调发展的业务和科研模式，
尽快构建国家南北极观（监）测网；升
级现有南北极考察站，建设新的南北
极考察站，推进极地考察船建设，初
步建立极地数据平台和国家海洋大
数据极地分中心，为经略南北极提供
公共产品和服务。

在科研体系上，建立健全极地科技

咨询机制，积极创设极地领域的高水平
实验室，开展极地科学和技术的国际前
沿领域研究，明确5至10个优先科学
领域，解决极地领域与国家重大战略和
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重大科学和技术
关键问题，支撑和引领国家极地业务体
系的发展方向。

在人才队伍体系上，突出以专业
性、稳定性为重点的职业化队伍建
设方向，着力建设职业化的科学和

业务队伍。实现极地现场业务“任
务型”管理，与“实体化”管理的有机
结合。

在全球治理支撑体系上，加强
智库建设，依托业务专项，选划南极
特别区域，推动北极航道利用，更加
积极、主动地参与极地国际治理，为
极地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
智慧。

（新华社长春10月26日电）

“雪龙探极”2017年创多项第一

我国向极地强国迈进我国向极地强国迈进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在南北两极超越自我——创造全球科考船向

南航行纬度最高纪录和首次穿越北极中央航道、西北航道，“雪鹰601”
固定翼飞机首次降落南极冰盖最高点，中国科考队首次开展环北冰洋
考察……“雪龙探极”2017年创下多项中国极地考察史上的第一。

我国正向极地强国坚实迈进。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
为稼26日在“2017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上表示，国家海洋局将升
级现有南北极考察站，建设新的南北极考察站，推进极地考察船建设，
加快构建布局管理、业务、科研、队伍、全球治理等五个体系建设。

2017年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主
席、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说，
我国极地工作2017年成功实施第33
次南极考察和第八次北极考察，取得了
许多新的重要进展。

南极考察方面，“雪鹰601”固定
翼飞机首次降落南极冰盖最高点，
实现业务化飞行，完成了东南极 30
万平方千米的地球物理调查；雪龙

船抵达南纬78°41.975′海域，创造
了全球科考船向南航行纬度最高纪
录；昆仑站 Dome A 深冰芯钻总进
度突破 800 米，可实现重建过去 12
万年以来高分辨率气候环境记录；
顺利完成罗斯海新建南极考察站选
址工作。

北极考察方面，我国首次实施环北
冰洋考察，并在北极地区开展多波束

海底地形地貌测量，开辟了我国北极
科考新领域；穿越北极中央航道和试
航北极西北航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同时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
了坚实基础；

首次执行北极业务化观测任务，开
展了北极航道环境综合调查、北极生态
环境综合调查和北极污染环境综合调
查，填补了我国在拉布拉多海、巴芬湾

海域的调查空白。
在考察能力建设方面，我国新极

地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进入连续
建造阶段，可望2019年建成下水；泰
山站建设项目已进入施工前期准备
阶段。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极地
工作，综合实力目前已经达到国际中等
以上水平。”秦为稼说。

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是我国
极地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学术会
议，今年的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
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中国海洋学
会联合主办，主题为探索极地新疆

域，来自 66 家机构的 450 位代表参
会。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上，专家
们将对极地海洋与海冰、极地海洋地
质与地球物理、冰芯科学与极地工

程、极区大气与空间物理等 12个研
究方向的最新成果进行学术交流。

“年会将展示南极冰盖过程与气
候变化、极地海洋环境特性及变化、
海洋沉积记录及指示、极光和电离

层特征及变化、极地生态系统及资
源特性、极地遥感与大地测量技术、
极地环境监测技术，以及我国极地
战略等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杨惠
根说。

“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交通运输
亮出成绩单

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4.7亿吨

7.6%

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
债券规模首破万亿大关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6日电（记者杨溢仁）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提供的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境外机构在境
内的债券托管量达10610.53亿元，创出历史新高。

在业内人士看来，现阶段境外机构大幅增持
人民币债券，与“债券通”的开启密切相关。该项
制度安排一方面提高了境外机构投资在岸人民币
债券的便利性，打通了购债的技术性障碍；另一方
面也彰显了我国积极推动“流入侧”改革，开放债
券市场的坚定决心。

中国首条柔性显示生产线量产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6日电（记者姜琳）手

机像手镯一样戴在手上，电脑像画卷般伸展出来，
艳丽的画面在轻薄屏幕上流淌……作为中国首条
柔性显示生产线，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第6代AMOLED生产线26日宣布量产，并
向华为、OPPO、vivo、小米、中兴、努比亚等十余
家客户交付了首批柔性显示屏。这意味着中国打
破韩国三星独家供给、成为全球第二个可批量生
产柔性显示屏的国家。

我国“绿色超级稻”新品种
累计推广面积9000万亩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6日电（记者俞俭）以
“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为目
标的国家863计划绿色超级稻项目取得丰硕成
果，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9000万亩。

科技部、农业部以及中外专家150人，25日聚
首武汉对这一项目进行进一步研讨。该项目发掘鉴
定了大量重要的绿色性状基因和大批育种创新材
料；构建了3000多份水稻基因组测序数据库；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63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3项。

10月26日，广西桂林至三江高速公路正式
通车。桂三高速全长约135公里，起于桂林市临
桂区，止于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新华社发

桂三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雪龙探极”创多项第一
综合实力达
国际中等以上水平

探索极地新疆域
交流12个
研究方向最新成果

建设新的南北极考察站
加快构建布局
五大体系建设

前三季度全社会完成营业性客运量

140.4亿人
同比下降2.5%

铁路客运量 9.1%
公路客运量 5.3%
水路客运量 4.7%
民航客运量 12.5%

中心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量1.5%
其中轨道交通客运量 15.6%

全社会完成货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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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0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