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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27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
议经表决，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
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修改国境卫
生检疫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国家
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4、5、6号主

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70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
改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
整问题的决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

院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会议经表决，免去徐显明的最高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
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张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
责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
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人民陪审员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广告

我市定于2018年4月28日在嘉积城区举办“奔跑海南”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文体活动，为确保活动期间交
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海府办[2018]41
号文件的通知要求，我局决定届时对嘉积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
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8年4月28日7时至11时。
二、管制路段：万泉河路（万泉河路与善集路交叉路口至万泉

河路与人民路南堀小学交叉路口路段）。
三、管制要求
（一）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在管制路段通行及停放；

参加活动的工作车辆应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按照指定地点有序
停放。

（二）交通管制期间，在管制区域内居住的居民出行或需经管
制路段通行的一切车辆，应按照交通导流标志指示及交通警察指
挥绕行。

（三）交通管制期间，加龙线往万泉河路方向的4.5吨以上货
车绕行西外环路行驶，国道223线温泉往爱华西路方向的4.5吨
以上货车绕行人民路、豪华路行驶。

上述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群众提前做好出行安
排，造成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琼海市公安局
2018年4月26日

琼海市公安局关于“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琼海站）活动交通管制的通告采购公告
采购方: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标的:2018年-2020年两年期海南环岛

高铁东段各车站、海口站等自营店用于销售

的预包装食品。

报名时间:2018年5月7日-5月9日

咨询电话:0898-31680866王小姐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0508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5月8日15:30在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按

现状公开拍卖：东方市八所镇“凤凰城项目 2#、3#楼商铺 72%权

益”。凤凰城项目2#、3#楼商铺位于东方市八所镇解放东路北侧，建

筑面积约13000m2（以实际测量为准）。

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5月7日17:00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F

联系电话：68585002 13976739158

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上级及海南省调整海南铁路管理体制的要求，海南高速铁

路有限公司根据股东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2017年9月，由海南

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南铁路经济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并将海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更名为海南铁路有

限公司，同时注销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南铁路经济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南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

单位名称
国投海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南方安迅达物流有限公司
昌江磊鑫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东方双吉水泥厂
湖南万圣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华南热作两院园林绿化工程公司

应付我公司金额（元）
392,233.00
94,006.63
63,496.46

153,650.00
1,127,733.72

14,000.00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司的债权债务由我公司承接。下列相关单位请于2018年5月25日
前到我公司结清债权债务。

陈丽儿
王晓明
王亚拼
陈仲光
廖子友
屈永辉
吕武明
王永辉
王伟
王赛梅
陈小弟
董荣斌
辜琼娜
李玉汝
谢仲
许炳强
曾映波
谢瑞林
符那俊
钟伟川
苏小娟
王学超
吴少妹

46002819821****440
46002819870****011
46002819810****834
46002819890****414
46002819790****830
21078219800****117
46002819800****411
46902419730****417
46002819760****010
46002819640****028
46002819840****838
46002819861****010
46000319861****064
46002819650****066
46002819690****017
46002819840****054
46002819740****428
36078219840****835
46002819740****259
46002819751****053
46002819820****820
46002819950****812
46002819760****029

29,995.17
1,728.05
5,951.28

580.72
17,685.88
58,877.95
5,895.00
7,304.19

17,027.20
7,202.91
8,595.78
4,891.28
6,764.53
4,499.70
3,432.59

29,848.20
14,900.05
5,975.94

16,304.15
34,584.04
16,190.94
18,298.09
24,790.46

姓名 证件号码 拖欠本金
(不含利息)

赵彬
林春生
苏会文
陈家乐
陈莹莹
王津怀
郑小环
林琳
曾俊军
林冲
黄小华
符亚悝
宋阳聪
林妹娟
陈平登
陈小明
叶剑平
吴淑良
王学
张洪
谢妹妹
王丁智

46002819910****435
46002819870****030
46002819950****413
46002819930****01X
46002819990****048
46002819840****020
46002819900****893
46002819820****893
46002819790****810
46000319831****416
46002819851****212
46002819831****856
46002819870****270
46002819831****248
46002819900****211
46002819890****216
46010219930****618
46000419890****032
46003119630****835
46002819680****618
46002819950****448
46002819940****411

16,046.85
5,994.00
2,868.76

14,993.00
1,954.20

48,618.85
1,996.00
4,998.90
4,803.52

44,838.97
14,085.72
12,387.17
2,974.05

19,077.27
5,617.81
2,977.28
9,998.67
9,927.87
8,853.79
6,489.75
9,723.47
1,982.14

姓名 证件号码 拖欠本金
(不含利息)

李春琼
闫涛
林不三
郭小弟
许志强
朱雄
谢门青
陈泽转
王林峰
符妹三
黄章博
许不六
林开伟
陈壮安
王小榆
林小弟
陈春鸿
陈廷舟
符栋会
符墨
郭圆圆
王圣师

46002819511****029
23210119950****431
46002819820****214
46002819840****012
46002819890****014
46902419760****039
46002819900****817
46003319960****241
46002819780****43X
46002819701****122
46002819860****614
46002819770****61X
46002819771****072
46002819890****03X
46002819720****824
46002819941****079
46902419760****611
46002819760****015
46002819781****039
46002819841****832
46002819921****466
46002819851****635

75,116.80
4,868.65

29,882.87
13,966.09
5,339.00

11,948.70
14,968.09
17,854.18
19,909.99
19,948.00
19,980.27
44,943.69
14,890.03
34,966.22
5,740.29
4,997.82
30675.42
34999.31
24006.37
49907.23
49484.53
29909.83

姓名 证件号码 拖欠本金
(不含利息)

（单位：元）

信用卡透支催收公告
截止2018年4月27日，下列信用卡持卡人未能按照信用卡章程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催收。

请持卡人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我行清偿所欠透支款项，否则我行将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支行

2018年4月27日

合并公告
经海口鑫海纳港航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9146010077426427

X0，以下简称“甲公司”）和海南海达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914600002840117980，以下简称“乙公司”）股东决定，甲公司吸收合
并乙公司（含分公司—海南海达实业有限公司兴隆温泉度假中心，注
册号：91469006901485500J）。吸收合并后，甲公司存续，乙公司注

销。合并前，甲公司注册资本为壹佰万元，乙公司注册资本为贰仟万
元，合并后甲公司注册资本为贰仟壹佰万元。

公司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甲公司承继。请各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
求，债权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法定程序
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萍 电话：68626050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55号
2018年4月25日

（单位：元）

本金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海南领时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冶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2户企业债权，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
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18年5月13日止，如有购买意
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竞价平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e购资产交易平台
竞价时间：2018年5月14日9:30起至2018年5月14日17：30

止（自动延时除外）。
关于债权的具体情况及注意事项请登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e购”资产交易平台查阅(网址:http://trade.icbc.com.cn)。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经理
联系电话：0898-6534507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吴经理（电话）0898-

65370383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托资产处置竞价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8年4月28日

债 权 清 单
担保方式序号 债务人名称 所在地 利息

抵押情况

其中

儋州市那东公路一公里处的“儋州领时国际”项目的土地
使用权及其地上在建工程。其中1号楼486套公寓（总建
筑 面 积 38265.86m2）和 106 套 铺 面（总 建 筑 面 积
20528.78m2）及地下车库（建筑面积11113.62m2）；2/3/4
号楼42套住宅（总建筑面积4384.69m2）和地下车库（建筑
面积5288.49m2），第一顺位抵押。

1.山东省青岛胶州市北京东路203号时代国际中心6号楼
二层207-335号面积为8251.02平方米的129套商业用
房（系在建工程），第一顺位抵押。
2.儋州市那东公路一公里处的“儋州领时国际”项目的土
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在建工程。其中1号楼486套公寓（总
建筑面积 38265.86m2）和 106 套铺面（总建筑面积
20528.78m2）及地下车库（建筑面积11113.62m2）；2/3/4
号楼42套住宅（总建筑面积4384.69m2）和地下车库（建筑
面积5288.49m2），第二顺位抵押。

北京雄鹰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李 玉
民、王琪

青岛领时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海
南领时房地
产开发有限
公司、李玉
民、王琪、李
瑞海、李娴。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2115945.03

48282089

195574076

177208239

儋州

海口

海南冶
通进出
口贸易
有限公
司

海 南 领
时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1

2

保证情况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成都4月27日电（记者杨迪）在四
川宜宾市这座城市里，人们总是会提到朱德和
孙炳文：一位曾经在南溪居住过数年，一位则是
土生土长的南溪人。两人的友谊也在近代革命
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1885年，孙炳文出生在南溪城郊魏家山的一
个农民家庭。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
（现北京大学的前身）。在校期间，孙炳文接受了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

在革命信念的驱使下，孙炳文以笔为矛，致力
于国民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后，孙炳文
与朱德共同组织了学习小组。1922年，在周恩来
介绍和帮助下，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孙炳
文的政治生命开始了新的起点。

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
反革命政变。4月6日，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
中予以坚决揭露。

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工
作时，因叛徒告密而被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
以高官厚禄，遭到他的痛斥和严正拒绝。

4月20日，孙炳文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
时年仅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闻讯十分悲痛。1945
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朱德亲自撰文纪念孙炳
文，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
战士”。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孙炳文：革命锐志留佳话

孙
炳
文
像
（
资
料
照
片
）
。

新
华
社
发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
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4月26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长江经
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永葆母亲河生机和活力。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
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
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长
江经济带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引发社
会各界的强烈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刚刚考察过的三峡
工程，近年来在发电航运基础上加强
生态调度，创造了有利于鱼类繁殖的
条件，还成功抢救了一度濒危的荷叶
铁线蕨、疏花水柏枝。“我们将以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作为下一步管理运行好三峡工程
的方向，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逐步发挥
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骨干主力作
用，让母亲河永葆生机和活力。”三峡
集团副总经理林初学说。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
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
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
长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宣示
了共抓大保护的坚定决心。

“开展长江生态修复、水源地整治

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江苏省镇江市
环保局局长刘正泰说。一直以来，砂石
厂码头整治始终是镇江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的“顽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让我们环境治理的思路更清晰，决
心更坚定，方向更明确。”刘正泰说。

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素有
“中华水塔”之称，近年来随着各项环
境保护工作有条不紊开展，长江源生
态环境明显好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指明了
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我们这些住在
长江源头的人有义务和责任，保证我
们的母亲河‘一江清水向东流’。”长江
源国家公园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尕塔说。

绿色是长江的底色，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才能把底色“擦亮”。在长江与
鄱阳湖交汇处的九江市湖口县高新园
区入口处，原来的钢渣、工厂废渣堆砌
地，如今“变身”为生态化停车场。

“九江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执行生态保护制度，
打造长江最美岸线和区域航运中心，实
现水美、岸美、产业美、环境美、生活

美。”九江市委书记林彬杨说，九江市今
年将对沿江所有矿山、港口、码头、防洪
堤坝等进行高标准整体生态修复。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
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
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
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
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内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污水
处理厂——武汉北湖污水处理厂建设
工地热火朝天。这个污水处理厂将有
效改善大东湖地区生活污水排入长江
时的水质，既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武
汉市落实长江大保护的生态工程。“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是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的主体和重要力量，这是
对我们企业的鞭策。”项目施工方中铁
上海工程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宋芊说，我们要贯彻总书记讲话
精神，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重庆果园港是我国最大的内河港

口，去年底中欧班列（重庆）实现从果
园港首发，标志着中欧国际货运大通
道与长江黄金水道“无缝连接”。“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未来发展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重庆港务物流集
团副总经理黄继说，目前我们正大力
推进装箱码头及堆场智能化改造，以
加强港口作业智能决策、协同联动，实
现操作远程化、自动化、无人化，努力
为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强化企业责任，加快技术改造，淘汰落
后产能，发展清洁生产。”宜昌众港物
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鲁自昌说，现在运
营的枝江市滕家河散货码头是由枝江
市区原来的3个码头搬迁而成，腾退
出的970多米长江岸线将建设滨江公
园，“我们要通过整治促进规范经营、
有序竞争，以实际行动推动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

下好“一盘棋”
满足人民热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经济带
的各个地区、每个城市在各自发展过

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
棋”思想，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
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秀峰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了长江
经济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长江
是完整的生态系统，长江经济带发展
需要互联、互通、互相协作，“一盘棋”
考虑才能把各个地区“拧成一股绳”。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
予我们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
热切期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赵世锦是
湖北嘉鱼江段的渔民，亲眼目睹江里
的鱼变小、变少，他对总书记的讲话感
受尤为真切。“习近平总书记说到我们
的心坎上了。保护好长江，我们这些
江边百姓直接受益。”他说，现在大家
保护长江的意识不断提升，自己也从
一名捕捞者变成了长江保护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保
护和修复长江、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方向。”安徽省铜陵市委常委、枞阳
县委书记刘亚东说，我们将以更大的
决心、更实的举措，守护好一江碧水，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永葆母亲河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