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时评

■■■■■ ■■■■■ ■■■■■

中国新闻 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A09 综合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河北：直面“痛点”打好营商环境“攻坚战”

青花瓷杯，金色茶汤，暖意氤氲。
冬日北京，一幅《共饮一泓水》的海报
吸引世人目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以茶会友，邀请多国政
党代表聚首古都，探寻政党如何担当
时代使命、共建美好世界。茶汤透映
世界地图，呼应“天下一家”的真诚倡
议；涟漪荡漾，寓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引发全球共鸣。

作为中国“首席外交官”，习近平主
席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前行，引
领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他的一言
一行，他的品格风范，无不浸润中华文
化的光泽，展现中华文明的恒久魅力。

大国之风

越南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
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35分钟演讲赢
得17次热烈掌声。“五个新征程”的生
动阐释、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有力宣
誓，凝聚全球共识。《华尔街日报》说，

在全球舞台上，习近平将中国打造成
一个不同于西方的选择。

思想的深度，铸就元首外交的高
度，展现大国风范。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坚
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
与国交往新路——中国的交友之道，
彰显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精神气度。

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
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倡导新安全观、
正确义利观——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
价值信念，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破解全球化迷思，为世界经济指
明前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衷
共济、天下为公的品格风范，为解决人
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
国决议，“一带一路”助推新型全球化，
亚太自贸区建设为区域合作插上梦想
翅膀——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广博
胸襟，为世界人民带来真切获得感。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理念根植于中
国文化价值取向，提供一种具有全球
视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建立更加
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指明了方向。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说，世界
需要更多“像习主席这样富有远见卓
识、高瞻远瞩，能够动员和感召全社会
乃至全世界的领导人”。

赤子之心

“无论如何也要安排时间见见你
们。”在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的繁忙日
程里，习近平主席专门抽出时间会见
相识多年的奔舍那家族友人。他对半
个多世纪前奔舍那家族在北京生活的
过往记忆犹新，还能记起男孩子穿古
铜色灯芯绒裤子等细节。

不忘故人，重情重义，中国最高领
导人给不少老朋友带来温情回忆。邀
请30多年前的美国房东到北京做客，
履诺前往澳大利亚看望已故老友培根
的家人。这份对普通百姓的牵挂，显
现深厚的民本思想和仁爱之心。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岘港亚
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说：“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
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也是我牵挂最
多、花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情。”韩国总统
文在寅感慨：“习近平主席让我感受到
真正为人民着想的情怀。”

“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
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在老挝，他
赶赴中国援建的万象玛霍索综合医
院，为重见光明的患者送上祝福。身
为老挝工贸部长的开玛尼·奔舍那一
直记得习主席的一句话：“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寻根，到
嘉兴“红船精神”的追寻，再到中共十
九大后首次出访期间的温情故事，追
寻习近平主席的足迹，世界感受他执
政为民的初心、不忘根本的平民情怀。

文明之光

如何让世界理解古老文明土壤上
孕育的现代文明？世界把目光聚焦新

时代中国的领航人。
漫步于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

殿，习近平主席向到访的美国总统特
朗普讲述中国文化中“和”思想的丰富
意涵，阐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
坚定信念。

不论主场客场，双边多边舞台，他
娓娓道来的中国故事，常让世界着
迷。“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始终贯穿一条
红线，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对中
国体制的自信，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才
有未来。”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
夫曾经这样说。

以中式礼服出席荷兰国宴，向世卫
组织赠送中医针灸铜人；引用法国作家
雨果诗句，列举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剧作
……习近平主席以深厚的人文情怀、开
阔的文化视野，展示文化中国的国际形
象，促进不同文明的共通共荣。

充满中国范儿的元首外交，正引
领中国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未
来，让世界见证一个东方大国走向复
兴、与世界同行的梦想与力量。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记
者 韩梁 韩墨）

元首外交的中国范儿

作为去产能任务最为艰巨的省
份，河北如何在去“旧”育“新”的过程
中避免“青黄不接”？在转型升级的关
键当口“爬坡过坎”？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转变
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
式”的要求，河北省决心以更大力度，
下好“放管服”改革“先手棋”，打好优
化营商环境“攻坚战”，不断厚植新常
态下发展新活力。

直面“痛点”
整治“病灶”

“河北的营商环境正在变得越来
越好。”河北中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克华感叹，1995年，他在石家庄市
创办公司，2007年将企业迁往外省，
如今又落户河北，牵引他带企业返回
的是河北越来越吸引人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不优曾是河北发展的一大
“痛点”。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省份，河

北在承接北京科技成果转化孵化方面有
着天然优势。但一份资料却显示，北京
科技成果的80％都扩散到了南方，到河
北转化孵化的只有不到5％。其中，营
商环境吸引力不强是一个重要因素。

河北省省长许勤一针见血地指
出：“如果‘放管服’不到位、营商环境
不好，企业就不愿意来，有钱也不愿意
投，河北在转型升级上就有可能出现

‘青黄不接’。”
今年春节过后上班第一天，河北

省委、省政府就召开全省深化机关作
风整顿大会，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整顿
的重中之重。随后，一场营商环境集
中整治“攻坚战”在全省打响。

河北省委托第三方调查评估机构
对全省营商环境开展了独立调查评
估，共调查4000个样本企业，搜索分
析几十万条网络舆情，累计查摆问题
3183个，形成了全省总体调查报告和
分地市评估结果。

沈克华也曾向提出过具体问题：

河北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尚无政策依
据。随后，省营商环境整治组会同省
住建厅加紧研究起草解决方案，又专
程赴中菱公司了解情况。一个星期
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有关办法征
求意见稿便摆上了沈克华的办公桌。

沈克华说：“对查摆出的问题，我们
用化解信访积案的方法，全部建档立
卡、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一项一项
整治、一件一件销号、一个一个突破。”
河北省营商环境整治组负责人说，目
前，全省已整改和解决近90％的问题。

改变行政审批“慢跑”
打造项目落地“快道”

“按以前传统审批流程，新厂完成
各项手续至少需一年。但我们签约3
个多月便完成全部开工手续，18个月
就建成投资120亿元、占地面积3076
亩的工厂。”回忆起投资建厂经过，北
京现代沧州工厂副厂长文相敏止不住
赞叹政府审批效率之高。

今年2月，衡水市成立河北首家
设区市行政审批局，改革前涉及审批
事项的1500枚公章正式退出历史舞

台。河北省计划，年底前在全省完成
市县两级行政审批局全覆盖，实现“一
个部门、一颗印章管审批”。

目前，河北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已
由1495项削减到474项，并且全面取
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

“十九大强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
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河
北省编委办副主任刘修起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进一步贯彻十九大精神，继
续削减行政审批事项。

权力“减法”服务“加法”
激发市场“乘法”

除审批制度改革外，河北还向政
府内设机构“动起刀子”，专门下发“硬
任务”，对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的机
构臃肿、职能交叉、推诿扯皮等问题，
要求全省11个设区市内设机构年底
前精简比例不低于20％、人员编制精
简比例不低于15％。

权力做“减法”的同时，政府服务
做起“加法”。如邯郸市推出961890
服务热线平台。“这条服务热线既可当

做企业了解邯郸营商环境的前哨站，
也能成为企业发泄不满的出气筒。”邯
郸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李涌说，为保
证“热线不冷”，他们建立了定时回访
工作机制，对服务进行全程监督。

“我们要进行职工食堂建设改造，
请问该如何办理手续？”中船重工七一
八所食堂改造项目负责人不久前致电
服务热线。在热线平台的帮助下，这个
原来要用160个工作日才能办好手续
的项目，仅用20天时间就解决了问题。

“不用和审批局的人见面，花十几
分钟填写资料，等后台审核了就立即
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的营业执照了。”
河北艾元益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汤宝蕊，非常幸运地拿到了石家庄市
行政审批局颁发的首张互联网＋手机
APP电子营业执照。

在河北，政府推动的权力“减法”
和服务“加法”正不断换来市场活力持
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河北全省市场
主体总量达到427万户，比改革前增
长89.7％，由2013年全国第10位上
升至第7位。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 10日
电 记者 闫起磊）

广告

2017年12月10日，北京蜂巢农科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宣布将在2018年1
月于北京举行发布会，会发布第三款产
品：云蜂植保无人机和推出一款名为“嗡
嗡农服”的飞防植保行业的云平台（包含
了云端运营管理平台和移动端App两
部分）。当日“嗡嗡农服”海南植保服务
中心店正式投入运营。 据悉，嗡嗡农服
的推出预示将开启全新的飞防植保时
代。

嗡嗡农服是一站式的植保服务平
台，可以理解为农业版“滴滴出行”。旨
在建立培养大移动互联网时代+工业4.0
时代下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为广大
行业人士提供飞防植保一站式综合解决
方案。构建从接收植保服务需求、订单
地块测绘，到实际到地作业服务，再到农
田边多种支付方式的闭环，满足多方使
用者的需求。平台一端是有飞防植保需
求的种植户或者“微盟商”，一端是在这

个行业内提供服务获取报酬的“运营中
心”老板或者“飞手”。相比同行业嗡嗡
农服的优势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平台，
其原因是依托于蜂巢科技的研发生产，
能以较低的费用甚至是免费提供“无人
机”给平台的一端去使用。

嗡嗡农服独有的商业模式，就是规
范和实现了“飞手作业本地化”这件事
情，植保作业的服务质量不仅会提升也
且大有保障。蜂巢科技已推出全国

“百县千店微盟商战队”的模式，正
在全国展开网络化运营。这不仅可
以改变传统植保方式，也会改变现
有无人机飞防队格局；最大限度优
化农户享受植保服务的体验，最高
效率提升农业产业生产者的工作，
实现农业生产各环节的信息化和标
准化。

目前蜂巢科技全国已有十几家
线下店，“嗡嗡农服”海南植保服务

中心店，地址是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南
繁路7号。被问及选址海南的原因，蜂
巢科技表示主要是看好了农业可能是海
南最具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巨大的产
业，是中国唯一的热带省，植期长一年四
季都能进行农业生产而且适宜种植的农
作物品种也相当广泛多样。“蜂巢科技是
一个在行业寒冬中逆风起飞的企业，我
们也希望在这里锻造一个善战的队伍。”

蜂巢科技宣布推出飞防植保云平台嗡嗡农服 海南线下店正式运营
“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暨琼海博鳌

玉带滩沙滩运动会”今天在琼海博鳌玉
带滩圆满结束。为期三天的活动精彩
纷呈，现场结合沙滩场景设置了“辨向
拾椰、百里挑一、沙滩拔河、海滩趴、迎
浪夹槟榔、旱地龙舟赛”六大主题互动
游戏，引来岛内外的万逾名游客驻足流
连。全方位体验亲水运动与沙滩休闲
旅游的快乐和魅力。

除了趣味十足的亲水互动游戏，活
动现场还设置了亲水展示区和留影区，
通过宣传展板等方式，让游客了解和学
习到亲水运动的相关知识；留影区精心
搭建的摄影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
照。

此次活动以“体育＋旅游”的模式开

展，把体育运动与旅游观光相融合，让游
客在纵享沙滩美景的同时，放肆亲水狂
欢，打造了一场全民戏水狂欢嘉年华。

沙滩运动会以丰富的主题和创新
内容，不仅打造了一道充满运动激情的
青春风景，更开创了海滩运动的全民拓
展玩法，用实际行动和成
效践行了海南亲水运动季
的内涵，掀起了一波“最海
南”的全民健身热潮。

海南亲水运动季主
要面向广大青少年、游客
及候鸟人群，结合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需要，充分发
挥海南省热带滨海岛屿
自然生态优势，扩大亲水

运动在海南的普及推广，引导体育旅
游消费，推动体育与旅游、教育的深度
融合。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主办，海南爱大海文化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承办。

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暨琼海博鳌玉带滩沙滩运动会圆满收官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1219期）

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19日上午9时在我司拍卖厅按
现状净价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美兰墟证号为琼山籍国
用（2002）字第09-0057号土地使用权，参考价：3146万元，竞
买保证金1500万元。一、拍卖地点：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
1区2栋20B号房；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
报日起至2017年12月18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
续；三、收取保证金时间：2017年12月18日17:00前；以款到账
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1-100001040001981；
四、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五、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过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联系人：高先生 0898-
68529016 18789265668；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82221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以下

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相关事宜公告如下：一、标的物：委托人持有某公司
7.5%的股权（公司名下资产有位于儋州市城西片区G0401、G0601、
G0602号共83.021亩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参考
价：90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
之日起至2017年12月25日17时止。三、其他说明：1、标的物以现状进
行净价拍卖，办理股权转移、过户等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并承担支付所
涉及的全部税、费等费用。2、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优
先购买权人请于2017年12月22日17时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交有效
证件及提供书面说明其优先购买权的依据，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其优先购
买权。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25日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
到账为准）及前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
堡大厦七楼；联系电话：0898-66531951、66531950

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18日15:30在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以公
开竞价的方式对东方市八所镇八所村安置留用地重新招商引进新的合作
方继续联营开发。留用地面积81366m2，土地类型：国有划拨，证号：东方
国用（2015）第A000165号。
竞买人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2、同意八所村委
会确定的项目合作方案；3、须与前合作方就项目开发遗留问题（包括但不
限于资金补偿）达成一致。

竞买保证金500万元（到账截止时间：2017年12月17日17：00）；标
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竞价前一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竞价前一日到海口市国贸路港澳（申亚）大厦25F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898-68585002 13976739158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引进合作方的招商公告 中标公示
三亚市海棠区风塘村与南田农场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

项目施工招标于2017年11月21日在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

源交易大厅进行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

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南昌市银广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宇轩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7年12月11日至2017年12月13日，如有

质疑，请在公示期内向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电话：

0898-88680320。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恢451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恢451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月23日10时至2018年1月24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王长英
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货运大道1号祥昌花园别墅B10幢102房
（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号：A00039731）。参考价：3550000元，竞
买保证金70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
12月7日9时起至2018年1月21日16时止接受咨询（法定节假
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月24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
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
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
室）0898-6675687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二○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关于万洋高速公路
（湾岭段）、湾岭热带农副产品综合物流园征地迁坟的公告

为了促进万洋高速公路（湾岭段）、湾岭热带农副产品综合物流园
建设项目顺利推进，现位于湾岭镇岭门村委会金妙朗老村西南方向
300米处三角岭发现十座坟墓;鸭坡村委会诗礼村下坡铺岭发现一座
坟墓;岭门村委会大案村路口往西100米处发现一座坟墓,共计十二座
坟墓。为了项目工程顺利推进，现就有关坟墓搬移事宜公告如下：

请涉及征用地范围内坟墓户主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12月22
日之前与湾岭镇政府党政办公室联系，尽快办理迁坟事宜，逾期不联
系或不认领则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湾岭镇党政办 联系电话：0898-86305649 13846513450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9日

房产转让公告
我司拟对位于儋州市那大西干社区东坡路75号的一幢六层

楼房产按现状公开竞买转让进行公告，该房产占地面积210m2，建
筑总面积1260m2，一至三层为大开间，两面临街，楼层为毛坯
房。不动产权证书号：琼（2017）儋州市不动产权第0005366号。
转让底价350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公开转让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竞买方式：一次性竞价，在
底价350万元基础上，出价最高者为本房产受让人。二、竞买保证
金：竞买人应于2017年12月18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我
司指定账户内（以到账为准）。三、竞买税费：本次房产转让成交

价不含竞得者变更过户办理房产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而应按国
家有关规定比例由转、受让方各自承担。四、竞买报名期限：2017
年12月11日至2017 年12月18日16:00止（以竞买保证金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五、其他事项：1、竞得者须在竞得日后的五日
内，将竞买的房产总价款的95%房款存入我司指定账户，否则
按自动放弃处理。余款在办理好买受人房产证后一次性付清。
2、现场竞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3、有意竞买者请在转让报名
期限内携带有效证件与竞买经办人：周先生 报名登记办理，
联系电话：13006000394、0898-88894536。

海南儋州诚达综合开发公司
2017年12月9日

海南屯昌探索全域生态循环农业

美了环境，富了农民
海南省屯昌县罗牛山。绿树掩映的山坡上，

一座现代化场房隔着槟榔林若隐若现。槟榔林
下，爬满了一条条蓝色小管。若不是有人提醒，很
难将眼前的景象和养猪场联系起来。

这是屯昌县罗牛山南吕种猪场。通过监控屏
幕可以看到，一个个猪栏干干净净，温度和湿度也
一目了然，成群的小种猪活蹦乱跳，正在抢着进
食。“我们不是小养殖场，种猪年出栏量3万多
头。”猪场经理徐为说。

场区周边几乎闻不到恶臭。“秘密就在那边。”
顺着徐为手指方向，见到猪场左侧坡下有片厂房，
那是污水处理设施，也是蓝色管子源头所在。种
猪场排出的污水通过管道自流到这里，经过沉淀、
发酵和水肥化处理，污水变成清水、沼液、沼渣和
沼气，清水用来清洗猪舍，沼液通过管道滴灌果园
和菜地，沼渣用来改善土壤，沼气发电供猪场日常
照明。“单算电费一年就可以节约20万，这还不包
括省下来的排污费。”徐为说。

出南吕猪场，车行不过5分钟，来到一片数千
亩的田洋，这是海南名牌“枫木苦瓜”主产基地。
秋稻已经收割，农民正在翻耕土地准备种植冬季
苦瓜。放眼望去，只见田埂边“长”出一个个白色
塑料罐子，里面盛着黑色液体。“那是沼液罐，从罗
牛山猪场引来的。”屯昌枫木镇枫绿瓜菜产销合作
社社长蔡昌辉介绍说，“用沼液滴灌施肥，每亩苦
瓜可以少花1000元肥料钱，产量提高二成，苦瓜
品质好卖价高。”

在枫木镇，目前沼液滴灌施肥覆盖面达6000
余亩。管道铺设费用由政府和养殖公司均摊，养
殖公司负责管道日常维护，农民免费使用。

屯昌县是海南的畜牧养殖业大县，既要保护
好农村生态，又要保障农民增收致富，这里面的矛
盾必须解决。屯昌县2015年开始探索全域生态
循环农业，“根据养殖场周边田地肥料需求量，划
定养殖数量红线，从源头控制养殖污染，形成种养
结合的农村生态养殖小区。屯昌县畜牧兽医局副
局长王石介绍，2017年，县财政投资1700万元用
于养殖场沼气工程建设，投资4000万元建设水肥
一体化示范基地面积4万亩，新建100个屯昌黑
猪生态养殖小区，目前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排泄
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5%，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农
民受益、种养结合、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生
态循环农业模式初见成效。

谈起循环农业的好处，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
化园老板孙佩林最有发言权。孙佩林看中海南
热带气候条件，将香草产业引入屯昌，初期租赁
了600亩山地种植香草和柠檬。“用沼渣改良土
壤，用沼液滴溉，柠檬树苗栽上一两年就能挂
果，而且口感极佳，供不应求。”孙佩林说，今年
园区柠檬产值近400万元，已够维持园区日常运
转，比预期效益好很多。孙佩林对“梦幻香山”
前景充满信心，准备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做强香
草产业，开发旅游项目，建好共享农庄，带动周
边村庄农民致富。

人民日报记者 陈伟光 闫 旭
（原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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