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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招标管理办法》等
规定，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三家网点
及一家自助银行装修项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二、招标文件编
号：儋农信联招标【2017】年【1】号。三、招标项目：1、干冲信用社；
2、两院信用社；3、东干分社；4、雅星八一商业中心自助银行。四、
投标人资质要求：（一）投标单位必须是在海南省工商部门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建筑装修单位；
（二）无商业贿赂、涉税、信用等不良记录；（三）投标人在海南省农
信社系统开立基本账户和入股我省农信社金额较大的优先考虑；
（四）具有国家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装修工程专业二级以上（含二
级）资质，有省公安厅及消防部门核发的安防、消防施工资质证
书，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五）近三
年内有为金融机构建筑装修的成功案例。五、投标人须知：（一）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17:30。（二）开标
时间和开标地点：另行通知。（三）报名方式：投标人应在2017年
11月30日17:30前到招标人处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报名时，
投标人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证书）

以及招标人要求的资质证明等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复印件应加盖
单位公章），一般纳税人投标人还需提交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证
明。招标人经初步资格审查合格后才向其发放招标文件。（四）投
标文件递交：投标人将投标文件以密封包装形式在规定的开标时
间正式开始之前在开标地点现场当面递交，投标文件需一式三
份。（五）投标保证金：开标前两个工作日，投标人必须足额缴纳投
标保证金，未足额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视为没有参与投标报
名，无资格参与开标。（六）投标人应以书册方式装订，一律不接受
订书机、拉杆文件或其他可拆卸形式的装订。（七）招标产品有关
技术、业务等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八）其他事项：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在领取招标文件后认真阅读招标文件所有内容，按照招标
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特别是要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
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同时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否则该投标自始无效。（九）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儋州市那大镇文
化北路东侧那大控规08街区。邮编：571700 。 招标联系人：1、
郑先生 联系电话：13322084422 。2、王先生 联系电话：
13807559855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7年11月23日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网点装修招标公告

海南裕恒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儋州市“虹桥花园”小区项
目前期在建工程遗留的债权债务正在清理,就申报债权、债务的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天内，即2017年12月25日止。2、申报地点：海南省儋州市人民西
路108号那大机械厂办公楼二楼海南裕恒投资有限公司。3、联系人：
魏春富，联系电话：13505125422，王 超，联系电话：13666867056，
0898-23836268

二、申报债权债务关系之范围：申报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与
本公司形成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

三、登记依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个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真实有效债权、债务合同或协议书及凭据
(原件及复印件)，如与该项目无关的单位和个人或提供虚假材料骗取
登记的,我司不承担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四、申报人在本公告期限内进行申报后，与我司协商处理债权债
务确认和清理事宜。如遇特殊原因在公告期限内不能到场的，可与
我司协商解决债务确认和清理事宜。

特此公告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

海南裕恒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5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通知书送达公告
海口龙华鑫陈红君水产品摊：

你摊位涉嫌经营氯霉素超过食品安全标准的罗非鱼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海
南省食品安全案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规定，我局拟对你
摊位进行如下行政处罚：1.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小写50000元）；2.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拾柒元伍角（小写17.5元）。因你摊位当事
人陈红君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向你摊位公告送达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海口龙华）食药监食罚告〔2017〕02-35
号、《听证告知书》（海口龙华）食药监食听告〔2017〕02-35号。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你摊位可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3日内到海口市龙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口市龙华区金
盘路26-8号）进行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
和申请听证的权利。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11月22日

海南乐普生百货有限公司各股东：

我公司定于2017年11月30 日上午9：00在海

南省海口市海秀路乐普生商厦九楼会议室召开股东

会。会议讨论如下事项：变更海南乐普生百货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修改公司章程，届时请贵股东

单位派壹名代表准时出席股东会，与会人员务必携

带有关法律授权文书。

通 知

海南乐普生百货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4日

海南省政协机关
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公 告
海南省政协书画室为隶属海南省政协办公厅的财政预算管

理正处级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现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招
聘省政协书画室管理员1名。聘用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详情请搜索“海南省政协网站”查询。

报名时间：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7年12月1日上午：
8：30- 11：30；下午：3：00- 5：00，咨询电话：31999212 或
31999215，详情请上网“http://www.hainanzx.gov.cn/或搜索

“海南省政协”网站查询。
海南省政协机关招聘工作小组

2017年11月23日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售楼部及样板房装饰设计招标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进

行售楼部及样板房装饰设计公开招标，具体内容详见招标

文件，欢迎有资质、有能力的设计机构来电联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7日～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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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姐 0898-66810879

吸收合并公告
经贵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壹拾壹亿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775300607Y和三亚西元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贰 仟 万 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786601472H股东决定，贵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三亚西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贵州元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壹拾壹亿元）存续，并成立贵州元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
的贵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承，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贵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西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华坊”预售许可证
公 告

我司开发的“中华坊”三期海棠园17号楼、21号楼，

经澄迈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批准，已获得预售许可

证，证号[2017]澄房预字081号，特此公告。

营销中心电话：0898-60860666。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3日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王慧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缅甸国防
军总司令敏昂莱。

习近平说，中共十九大确定了今

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
蓝图，将为中国自身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也会给包括缅甸在内的世界各国
带来同中国合作的新机遇。

习近平说，中缅“胞波”情谊源远
流长。中缅要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

此关切。中国一贯尊重缅甸主权和领
土完整，高度关注缅国内和平进程，并
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两
国边境安全稳定。

习近平说，中缅两军关系处于历
史最好水平，中国政府支持两军加强

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希望两军继续致
力于两国关系发展与地区和平稳定。

敏昂莱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
开，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他说，缅中两
国是近邻，缅方由衷感谢中方长期

帮助缅国家和军队建设，感谢中方
支持缅国内和平进程。缅方愿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国
各领域交流合作。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
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
者崔文毅、贾钊）中联部24日举行媒
体吹风会宣布，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将于11月 30日至12
月 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高层对话
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介绍，高层
对话会的主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
任”。截至目前，来自120多个国家

2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报名
参会。

郭业洲说，各国政党纷纷通过党
际交往渠道向我们提出，希望深入系
统了解十九大精神。我们积极回应国
际社会的关切，顺势搭建全球性政党
高层对话平台，全面介绍十九大精神，
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系统宣介我们党关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
世界的主张，其目的和意义还在于：

一是希望与世界各国政党共商共
议、平等交流，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
发展难题和共同挑战，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多的力量和智慧；

二是希望与各国政党相互借鉴治
党理政经验，共同提高执政或参政能
力。我们党是开放包容的，既向世界
介绍我们的经验作法，也向世界学习；

三是为各国各类政党相互沟通，
深入交流提供契机，推动各国各类政
党在涉及人类前途命运等重大战略问

题上形成更多的共识。
关于会议主要安排，郭业洲介绍，

除开幕式、全体会议、闭幕式外，高层
对话会还包括“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会和以

“加强政党建设：政党的挑战与未来”
“建设美好国家：政党的实践与经验”
“共建‘一带一路’：政党的参与和贡
献”“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党
的角色和责任”为主题的四场平行分
组会。部分外国政党领导人将分别到

中央党校参观座谈，参观“砥砺奋进的
五年”大型成就展。高层对话会前后，
还将配套举行第三届中非政党理论研
讨会、第二届中国－中亚政党论坛、第
十届中美政党对话。

关于筹备情况和预期成果，郭业
洲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相信在所有参会政党的共同努力下，
高层对话会将增进各国政党的相互理
解，达成广泛共识，推动交流合作。会
议有望达成共同的成果文件。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在此前降税的基础上，本次进
一步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范围涵
盖食品、保健品、药品等各类消费

品，共涉及187个8位税号商品。

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自2017年12月1日起，我国将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
关税，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这一消息的发布让不少热衷海淘的消费者欢呼雀跃。这次降低进口关税的消费
品有哪些？消费者将得到什么实惠？会对商家乃至我国消费产生什么影响？

201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3次降低消费品
进口关税，分别是2015年6月、2016年1月和
2017年1月，主要选取了我国居民在境外购买
意愿较强、关税税率较高消费品。到2017年
11月，我国已对152个税号的消费品实施了暂
定税率，平均降幅为50%，涉及一般贸易年进
口额109亿美元。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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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消费领域，我国有效
供给能力与人民消费需求的不适应正是这一矛
盾的体现。而适当扩大国外特色优势消费品的
进口是破解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说，
此次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在更好满足人民消
费需求的同时，有利于进口产品同国内产品开
展竞争，引导我国供给体系转型升级。

“从过去的高新产品到如今的消费品，降低
进口关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中国贸促会研究
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这是在高水平
对外开放格局下我国外贸思路转变的表现，有
助于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同时也能让国际市
场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降税新规出台，对各方影响几何？

进口关税的调整意味着今后消费者在国内
即可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心仪的进口产品。

这一政策的直接影响就是有助于将大量外
流的消费留在国内。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游客境外旅游消费达到2610亿美
元，同比增长12%，中国游客是世界上境外旅游
消费最多的游客。

国内外产品的差价成为消费外流的主要原
因。专家指出，我国居民每年在境外的消费若有三
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回流，就能拉动消费增长一个
百分点。消费品进口关税降低力度加大，有助于
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进口关税
的调整对跨境电商平台是一个直接利好，将减少海
淘税收监管的盲区，促进更多国外产品通过正规渠
道进入国内，从而实现消费留在国内，税收留在国
内，也会让商品的品质和供应链管控更有保证。

化妆品集团欧莱雅此前两度响应中国对化妆
品下调关税以及消费税等政策。欧莱雅（中国）有关
负责人表示，这次调整将有利于丰富消费者选择，
促进市场活跃。企业将尽快进行内部评估，加大对
产品研发与创新、生产、服务及人才培训等领域的
投入，以作出对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的相应调整。

促中高端消费，除了降税还有什么招？

降低进口关税通过发挥其正向引导和调剂余
缺作用，已成为我国扩大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但
对于扩大消费品进口来说，关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抽样显示关税额在商
品零售价中实际占比仅为0.5%至7%，对缩小商品
境内外价格差异直接作用有限。降关税对扩大消
费品进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商品进口量和国内售
价变化最终还是要市场决定。

我国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并提
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形成新动能。

“尽管进口商品能填补国内市场不足的空白，但
作为经济大国，国内需求的满足要更多依靠国内供
给。”赵萍说，尤其是随着人们消费需求升级，仅仅靠
进口中高端产品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供需矛盾，还要通
过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加快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

曹磊表示，真正解决消费外流、促进中高端消
费要多措并举，一方面要推动跨境电商在通关、仓
储、物流等方面的便利化，方便消费品进口；另一方
面要致力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中国制
造”，做大做强民族品牌，这才是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立足的根本。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于佳欣 申铖 周蕊）

一批进口消费品降关税，对你我影响几何？
省钱了！

哪些消费品关税要降？

婴儿尿布及尿
裤、部分配方婴幼
儿奶粉进口关税降

至为零
（据新华社11月24日电）

进口关税由10％降至5％

唇膏 眼影 香水

等部分化妆品

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

进口关税由30％降至10％

咖啡机、智能马桶盖

进口关税由32％降至10％

矿泉水

进口关税由20％降至10％

本版制图/杨薇

消费品降关税，给你我带来啥好处？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要求

立即开展幼儿园专项督查
重点检查师德师风

针对近期多地发生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4日发出紧急通知

部署立即在全国开展幼儿园规范办
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要求有效减少类似
事件发生，确保广大幼儿的身心健康

各地要建立幼儿园办园行为常态监测机制，
及时了解幼儿园办园行为和基本运行情况，按要
求报送相关数据信息。

（据新华社11月24日电）

通知指出

近期多地发生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
影响恶劣，给受害幼儿及家庭造成重大伤害，后果
十分严重。

这些事件的发生，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幼儿园仍
然存在管理不善，制度不落实，执行不到位的现象。

通知要求

各地要按照《未成年保护法》《教师法》《幼儿
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规范办
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有关要求，立即组织开展幼
儿园办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师德师风
建设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

对幼儿园伤害幼儿等恶性事件，坚决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坚决防止幼儿园伤害幼儿事件的发
生，切实保障幼儿安全健康。

通知强调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要进一步加强幼
儿园风险管控，强化准入管理，强化技术手段监
管，形成常态化监管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幼儿园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问责机制，明确相关责任，对因管
理不到位造成重大事故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要
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据新华社成都11月24日电（记者李华梁）记者
24日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
的兆赫兹重复率多脉冲高功率加速器“神龙二号”当
日在四川绵阳正式通过国家级现场竣工验收。

由包括14名院士组成的成果鉴定委员会认
为：“该项目系统复杂，研制难度很大，有重大创
新，总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部分重要指标国
际领先。‘神龙二号’研制成功是直线感应加速器
和我国尖端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该设备的工作原理类似于医院的人体X光
透视照相，利用加速器产生的高强度脉冲X光，
穿透厚度相当于数十厘米钢板的致密材料，对超
高速运动的物体材料及其变化进行高精度的多时
刻瞬态透视照相，从而精密研究武器内爆规律、校
验武器设计。

据悉，“神龙二号”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
物理研究所独创设计，科研人员创新性地提出了多
脉冲高功率加速器的技术路线和设计方案，联合国
内相关单位，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攻克了兆赫兹
重复率高功率多脉冲产生、加速等一系列关键难题，
完成了项目批复的建设内容，实现了建设目标。

我国自主研发的兆赫兹多脉冲
高功率加速器——

“神龙二号”通过现场竣工验收

通知同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