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7年11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毕军 美编：杨薇A08 综合

供 求

▲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不慎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第二
联），发票代码：4600162320，发票
号码：19146466号，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俊坚服饰店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纳税识别号：
460028197404160830，声明作废。
▲三亚盛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分行亚北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20000777003，声明作废。
▲琼中大丰广居酒店遗失财务专
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有新闻纸废
料（纸芯、白破纸、废报纸、废纸皮）
一批对外发包，诚招承包商，欢迎
各承包商参与竞拍。
有意者请联系：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
报社新闻大厦12楼
电 话 ：赵 女 士 ：13876309698
66810560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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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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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换地权益书转让
本人有海口市换地权益书转让，有
意者请联系林先生13078935018

注销公告
屯昌鸿达橡胶有限公司拟向屯昌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屯昌森鸿橡胶有限公司拟向屯昌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屯昌涌泉橡胶有限公司拟向屯昌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东方新港大自然醉鹅饭店遗失
开具给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的 发 票 联 ，发 票 代 码 ：
4600162320， 发 票 号 码 ：
19867358，声明作废。
▲屯昌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发票编码：
NO.02226761、NO.02226762，声
明作废。
▲深圳市鹏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2870501，声明
作废。
▲马元平不慎遗失由海南陵水富
力湾开发有限公司开出的 H7-
606定金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0001909 金额 100000 元），特此
声明作废。

咨询

法律服务
官司执行不到钱咋办13907603586

▲张金凤不慎遗失由海南陵水富
力湾开发有限公司开出的Y3-1-
3A07首付款收据客户联一张（编
号：3073394金额216027元），特
此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金海联华通讯店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开具的铁通发票一张，发票号码：
00089636，发 票 税 务 登 记 码 ：
201601010000声明作废。
▲琼海石壁联谊通讯遗失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开具的
铁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号 码 ：
00046333 发 票 税 务 登 记 码 ：
201601010000声明作废。
▲海南白沙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0000007916，声明作废。
▲海南白沙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60030324175835，声明作废
▲海南白沙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副本，代码
号:32417583-5，声明作废。
▲王玉霞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南省
五指山市环城西路“五指山·水岸
别墅”（昌荣楼）3幢407房的房屋
所有权证一本，房权证号：五指山
市房权证冲山镇字第五转60726
号，特此声明作废！
▲邝才俊不慎遗失警官证，编号：
公现役字第1113963号，特此声明
作废。
▲王玉平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的商业城
A4栋第111号商铺《商品房买卖
合同》，合同号:FA.0000139，声明
作废。

百邦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抵押
汽车质押当日放款

电话：13322060722、68575600

万宁周边200亩土地转让
李女士13337626381

广告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
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
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
自治同盟将迎来5年一次的全国代表
大会，就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加
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
设，履行参政党职能作出计划部署。

不忘合作初心，筑梦伟大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5年间，广大民主
党派履职尽责，锐意进取，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愈加
焕发蓬勃生机。

围绕中心
履职水平迈上新台阶

5年来，我国多党合作事业不断
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各民主党派积极
参政履职、成果丰硕。

一组组数据，彰显作为——
5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

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

会、通报会共114次，其中中共中央总
书记主持召开或出席21次，政党协商
力度不断加大。

5年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向中
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496件，
围绕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建设
等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组织专家学
者深入调研，提出意见建议。

自2016年起，受中共中央委托，
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口8个省区开展脱
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共组织调研
166次，涉及240个县、542个村；向地
方党委、政府提出各类意见建议567
条。对于工作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突
出问题，各民主党派中央以“直通车”
的形式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次次行动，留下印记——
民建中央关于“培育新生中小城

市，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意见建议，
为相关部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起到重
要参考；致公党中央发挥“侨”“海”优
势，就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开展调研，
提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完善

国际贸易大通道等建议；九三学社中
央持续围绕“促进科技发展和自主创
新”开展专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
意见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南海仲裁案后，各
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捍卫国家
尊严，在社会上反响热烈。

关注民生
社会服务工作力度加大

5年来，各民主党派在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中展现出高度社会责任和政治
责任，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帮扶力度。

据统计，5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
在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中，共帮扶
援建各类项目近2000个，招商引资
320多亿元，累计捐款捐物23.1亿元，
开展医疗、教育、就业等培训累计受益
39.9万人次。

民盟中央办好“民盟民生论坛”和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联谊活
动；农工党中央参与开展“杏林春雨行

动”，对小儿脑瘫和癫痫病患者进行义
诊筛查和免费救助……目前，一系列
社会服务项目层层推进，形成品牌，树
立口碑。

牢记使命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按照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大力
加强自身建设，在领导班子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以领导班子建设为引领，增强凝
聚力。各民主党派认真贯彻落实民主
集中制，建立健全领导班子集体领导
和分工负责制，通过领导班子建设带
动自身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提高履职
水平，增强凝聚人心的力量。

以思想建设为核心，凝聚政治共
识。5年来，各民主党派深入学习中共
十八大及其历次中央全会精神，开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
践活动”和“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专题教育，开展“多党合作历史传统

记录工程”，联合编写《大道——多党合
作历史记忆与时代心声》等，引导广大
成员牢记历史传统，不忘合作初心。

以组织建设为基础，提升党派活
力。各民主党派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和
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增强基层组织活
力，为履职尽责提供人才支撑和组织
保障。截至2016年，各民主党派共有
成员110余万人，地方组织2433个、
基层组织45363个；同时，中共各级党
委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国家机
关和人民政协发挥作用，全国已有27
个省区市政府配备了党外副省长（副
主席、副市长）。

新时代，新征程。各民主党派将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
奋斗、砥砺前进，共同谱写统一战线和
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
者 姜潇 荣启涵）

不忘合作初心 筑梦伟大时代
——各民主党派履职5年成就回眸

甲骨再次惊天下
一片甲骨惊天下。100多年前的世纪之交，

清代学者王懿荣在一种被称为“龙骨”的中草药
上，发现了细小的刻画。这些神秘的符号经专家
考证，被认定就是上古时期的文字——甲骨文，
由此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

100多年后的今天，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
记忆名录》，再次“惊”了天下。

作为甲骨文最早的发掘地，河南
安阳市小屯村所在的殷墟早在10年
前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明
年，就是殷墟考古90年纪念。

在安阳市区有一座专门以文字
为主题的国字号的博物馆。在这个
名为中国文字博物馆二层的甲骨学
堂，一群孩童有模有样地在纸板上划
写着。一个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
隶书再到楷书，稚嫩之笔抒写着中国

文字的演变历程。
在世界著名四大古文字中，中国

的甲骨文与写在水草上的古埃及象
形文字、刻在泥板上的巴比伦楔形文
字，以及雕在石头上的印第安人玛雅
文字一起交相辉映，都曾在世界文明
宝库中大放异彩。“遗憾的是，后三种
文字都已失传，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
历史之谜，唯有甲骨文历经3000年，
一脉传承地‘活’到了今天，并演变成

为今天的汉字。”郭旭东说。
“女字尽显婀娜姿，双臂交叉神

情慈。跽坐于袭并非跪，古代习俗见
于斯。”甲骨学堂上，一个甲骨文中的

“女”字形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大家
纷纷到讲台用身体来表现这个字。

截至目前，甲骨学堂已经举办汉
字教育活动800多场，吸引了近3万个
家庭参与。社会大众对甲骨文的关注，
也在“催促”着甲骨研究者不断向前。

2016年10月28日，一则发在报
纸上的“悬赏令”引起大家的注意：对破
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
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

有人说，商代的甲骨文简直就是当
时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有专家认
为，甲骨文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和档
案。但从目前来看，对这部“百科全书”的
阅读与理解还远没有达到深入与全面。

百年来，为解读中华文化基因，几
代学者著述不辍，他们或收集著录，或
考释文字，或研究甲骨文蕴藏的古代
社会奥秘，探索甲骨文的脚步从未停
滞。然而，后继乏力是甲骨文与甲骨
学研究长期面临的困境与难题。

“都说这是‘悬赏令’，在我看来却是
‘招贤令’。”郭旭东说，近年来，甲骨文研究
一度进入“低迷”，尤其是文字破译工作。

“甲骨文写法很不固定，一个字
有很多种写法，多时达到十几个异
体。加上甲骨文早期表意文字，有一
定的不规则性，容易释读的早就被先
人破译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郭
旭东说，值得高兴的现在是冷门不冷
了，“招贤令”发出后效果显著，目前，
第一批投稿已经进入到筛选阶段。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6日电）

中国工商业联合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新一届执行委员会产生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中国工商业联
合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6日在北京闭幕。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87人组成的全国工商联
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共339名，占执委总数的69.6%。新一届执
委会增加了基层工商联和各级工商联所属商会的
执委比例，人员结构合理，综合素质较高，社会影
响较大，有较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
力。执委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行业涉及面广，
企业规模涵盖大、中、小、微型和个体工商户，提高
了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比重。

中山国王陵陈列馆
完成布展工作

“铁道宝”智能支付服务
亮相铁路普速客运列车

11月26日，乘务人员使用“铁道宝”智能支
付POS机为旅客提供刷卡支付服务。

当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客
运段在T253次普速列车上首次推出“铁道宝”智
能支付服务，旅客可以使用银联卡、微信、支付宝
等多种支付方式进行消费。 新华社发

10多万片殷墟甲骨正得到精细化整理A

“冷门”不冷 代有传承

古老的甲骨文 年轻的甲骨学

B

C

开展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清查、
编著集大成性文献《甲骨文合集三
编》，构建数字化甲骨文字库……近
年来，随着一个个项目相继开展，10
多万片殷墟甲骨已经或正在得到精
细化整理，殷墟甲骨文进入全面整理
和研究新时期。

“现在对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是全
盘的、精细的、与时俱进的，把保护放
在了第一位，每一个小片都不会漏
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
先秦史学学会会长宋镇豪对新华社
记者说。

目前，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及保
存现状已基本摸清，约有16万片甲骨
文，共有单字4300多个，已释读字有
1600多个。

此次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对于长期从事甲骨文研究和推
广的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

“社会大众对于甲骨文知识的认知度
将会不断扩大。”甲骨文与殷商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郭旭东教授说。

写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殷墟甲骨
文，是3000多年前晚商王室贵族占
卜和记事文字实录，是中国独特的历
史记忆文化遗产。发现100多年来，
甲骨实物流散世界各地，研究者难以
见到甲骨实物。新中国成立后，著名

甲骨学家胡厚宣主持编集了《甲骨文
合集》，引航了殷商史研究的深入和
甲骨学科的全面发展，但此书只辑集
41956片甲骨，后来的《甲骨文合集
补编》补收13450片甲骨，漏收未收
甲骨文数量仍相当可观。

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甲骨文合集三编》启动，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历经7年
多努力，辑集了以上两书漏收未收甲
骨文约3万片，又一部全面反映当今
甲骨学研究前沿水准的大型甲骨著
录集即将问世。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山东博
物馆等几家甲骨文大宗收藏单位互
相支持，密切协同，正分别对三大批
7万多片甲骨进行彻底整理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还与多
个公私藏家合作，对总计达1万片以
上的甲骨文进行了专业性拍摄、墨拓
与整理著录，此外还搜集公布了一批
民间新见新获甲骨拓本。

此外，随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
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
骨文字考释研究”正式实施，中国还
将建立甲骨文全文数据库。“甲骨学
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
将会有更多突破。”郭旭东说。

北京市教委：

为每所幼儿园
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赵琬微）
记者26日晚从北京市教委获悉，针对社会关注的
幼儿园安全问题，北京市教委正在组织开展安全
隐患大排查工作。同时，要求各区建立动态监管
档案数据库，并为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北京市教委要求，各区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在
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育教育、教职工队伍和内
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建立动态监管档案
数据库。根据相关要求，各区将为区域内每所幼
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负责做好对幼儿园监管、
促进幼儿园规范办园等工作。各区还要指导各级
各类幼儿园建立健全家园沟通机制，引导家长和
社区参与园所建设与管理，并指导幼儿园建立突
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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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山国王陵陈列馆中展出的双翼神兽。
日前，位于石家庄市平山县的中山国王陵陈

列馆完成布展工作，即将对外开放。古中山国位
于今河北省中南部，始建于春秋末年，战国中期达
到鼎盛，后为赵国所灭，存续210余年。中山古城
遗址于1973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乡
一带被发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