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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
必要条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保障。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上，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未来10年全球治理体系
深刻重塑的大势，明确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完善
全球治理”的主张，为金砖国家积极参与推动全球
治理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彰显了
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的
责任担当。

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是所有国家发展的重
要前提，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
如此。必须看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
中前行，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武装
冲突的阴霾挥之不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
烈，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凡
此，都直接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
展的外部环境。当此之际，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
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

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
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对全球治理体
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是，
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
创新完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现行国际
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
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
得推倒重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

未来10年，是金砖国家发展处于关键阶段、
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10年。继续做全球治理
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是时代赋予
金砖国家的责任。如何履行责任，完善全球治
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议，赢得与会嘉宾高度
认同：金砖国家要坚定奉行多边主义，敦促各方切
实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规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
平等，大家的事商量着办，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
极参与斡旋解决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要坚定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
管是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是
网络、外空、极地等新疆域，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
充分听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
他们的利益和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

时代大潮奔腾不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
移。牢牢把握历史大势，紧紧围绕时代主题，坚持
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金砖国家就一定能让第
二个“金色十年”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坚持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五论习近平主席金砖
国家工商论坛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30 日电 近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通过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
营体制，实行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
要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
作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
调整，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

率。通过试点先行，及时研究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和模式。

《意见》强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改革试点要坚持党的领导，建立
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坚
持体制创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
资产监管；坚持优化布局，促进国有资
本合理流动；坚持强化监督，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

《意见》明确了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一是功
能定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均
为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履行国有资本出

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国有资
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其中，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要以服务国家战
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产业竞争
力为目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以
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提高国有资
本回报为目标。二是组建方式。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可采取改组和新
设两种方式设立。三是授权机制。采
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予出资人职责
和政府直接授予出资人职责两种模式
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四是治理结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设立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董事会的
决策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
五是运行模式。包括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的组织架构、履职行权方式、
选人用人机制、财务监管、收益管理及
考核机制等。六是监督与约束机制。
完善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监
督体系，并实施绩效评价。

《意见》提出，试点工作应分级组
织、分类推进、稳妥开展。中央层面，
继续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权的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深化试点。同
时推进国务院直接授权的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选择由财政部履行

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中央企业以及中
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范围内的企业稳
步开展。地方层面，由各省级人民政
府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实施。

《意见》要求，国务院国有企业改
革领导小组负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落
实。中央层面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试点方案，按程序报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后实施。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
地区试点工作负总责，并将本地区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
革领导小组备案。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梅常伟）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共青团中央、海南省委30日上
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海军海口
舰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
报告会前会见了报告团成员，代表
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向报
告团成员以及海口舰全体官兵致以
亲切问候。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
主任苗华一同会见。

张又侠指出，海口舰是忠诚使
命、聚力强军、走向深蓝的突出代
表。近年来，海口舰官兵始终牢记习
主席嘱托，坚守舰行万里、铁心向党
的忠诚品格，砥砺挺进深蓝、敢战胜
战的血性担当，保持敢为人先、创新
求变的昂扬锐气，生动展现了人民军
队矢志强军打赢、忠实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的崭新风貌。全军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广
泛开展向海口舰学习活动，扎实推进

以练兵备战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
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不懈奋斗。

报告会上，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政
委胡姣明，海口舰舰长樊继功，海口
舰官兵代表王柯鳗、王东，海口市民
政局干部任菲，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海
口舰的先进事迹。

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
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青年代表等参加
报告会。

海军海口舰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

广告

招商公告
本司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两

块，分别为63亩和66亩，两块连片，合计129亩，其中
63亩土地上建有厂房100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
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
社新闻大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一、招标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人：海南日报社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
经营管理职工餐厅，全年营业（法定节日期间由海南日报社

后勤保障中心根据生产需要安排）。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

人（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
者三证合一复印件，事业单位需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近一年内任意三
个月的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一个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近一年内
任意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记录复印件）；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且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
（提供声明函）；5、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
件）；6、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并缴纳投标保证金。

四、报名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于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8月1日（节假日除外）持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介绍信向招标代理机构报名。
五、开标时间、地点
开标时间：2018年8月15日上午09 ：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海口市蓝天路名门广场北区B座1-5号3002。
六、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成小姐，电话：0898-68500660，传

真：0898-68500661
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5日

海南日报社职工餐厅承包招标公告

1、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
础上递增5%，租赁期限为五年。

2、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

3、公告期：2018年7月31日至2018年8月13日。更多详情
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 0898-
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7月31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7HN0060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招租海口市广场路2号等12宗资产。详
见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项目名称

傍海小区3号楼362房
和平南路27号4间铺面
海口市广场路2号一层
海口市广场路2号二层
海口市广场路2号四层
海甸二东路7号3间铺面
三峰路原三峰粮油所五号集
资楼4间铺面
义龙东路31号104铺面
山高村127号住宅楼
海甸三西路25号空地
海口市大同二横路2号糖奶
厂首层29间铺面
海口市长流镇长流粮食管理
所3栋铺面

面积（m2）

118.13
292.06
448.73
385.34
359.84
63.48

100

267.13
1336.68
110

1137.86

1530.59

挂牌底价/第一年
租金（元）

21264
386256
646176
138720
86364
114264

60000

320556
160800
19800

1365432

672000

保证金
（万元）
1.4
26
45
9.8
6
7.7

4.2

22
12
1.4

95

47

为推进美兰区东海岸四镇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海口市美兰
区拟对东海岸四镇三维实景图斑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招标代
理机构参与该项目的招标工作。

一、采购项目名称
海口市美兰区东海岸四镇三维实景图斑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二、采购项目内容
选取专业招标代理机构，负责美兰区东海岸四镇三维实景图斑

项目的招标代理工作，包括编制采购文件、组织开标、协助评审、编制
公示、发布（中标）成交通知书、备案以及提供采购咨询、协助合同签
订等程序性事宜。

三、代理机构资格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二）代理机构具备甲级招标代理资格。
（三）已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上登记备案。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五）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代理机构需提交的材料
（一）被委托人身份证、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甲级招标代理资格证书复印件。
（二）已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上登记备案的提供网页截图。
（三）收费标准。
（四）2018年1月至3月机构纳税证明。
（五）2018年1月至3月机构在职员工的社会保障缴费记录。
（六）无违法记录声明函。
（七）机构出具本次递交材料在递交截止日后的90天内自始有

效的承诺书。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代理机构公章并密封。
五、递交材料地点、时间及联系人
（一）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西路海南广播电视大学6号楼211房
（二）时间：2018年7月31日至8月7日
（三）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66292630
六、代理机构选定
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评分小组对代理机构递交的材

料拆封，并根据本公告第四条对代理机构进行评分，择优选定代理机
构。分数相同的，收费标准低者中选。分数相同，且收费标准相同的，
采用随机抽取法（摇球法）的方式选定代理机构。

代理机构选定结果将电话通知中选机构，并进行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8年7月31日

招标代理服务采购公告遗失声明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不慎遗失54份海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声明作废，票号明细如下:
0004143261、 0004143341、 0004143392、

0004143448、0004143464、0004143608、0004144176、
0004144256、0004144491、0004144600、0004144686、
0004144950、0004145101、0004145187、0004145734、
0004145750、0004145806、0004146075、0004146745、

0004146948、0004147051、000414802X、0004148927、
0004149022、0073242861、0073243004、0073243215、
0073243522、0073243629、0073244007、0073244023、
007324463X、0073245149、0073245173、007324527X、
0073245384、0073245456、0073245464、0073245472、
0073246002、0073246029、0073246432、0073246803、
0073246918、0073247232、0073247240、0073247259、
0073247507、0073248091、0000681628、0000681644、
0000478849、0000478857、0000478865。

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横路安置房（华景苑）
北区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横路安置房（华景苑）北区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板桥路，属《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404地块范
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3栋地上15-18层，地下2层商住楼，送审方案指
标符合控规。建筑退西侧用地红线为10米，满足最小退线要求。为征求
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31日至8月13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
委员会网站（ghw.h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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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
计处，邮政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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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31日

天街华府S2地块二期（住宅）项目
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天街华府S2地块项目位于振兴路78号，属《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C0201地块范围。该项目统一规划，统一核算指标，分两期开
发建设。二期（住宅）项目拟建4栋地上16-29层的住宅楼，送审方案指
标符合控规。建筑山墙退东侧用地红线为10米，满足最小退线要求。为

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
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31日至8月13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
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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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
设计处，邮政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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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31日

通 知
尊敬的客户：

您好！您与我司签订的《中华坊分销协议》因政府认定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88号《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2条、第25条、
第27条的相关规定。政府已对我司进行了行政处罚，责令我司限期整改
并退回收取的款项。为此，我司曾已多次通知，但至今仍有部分分销协
议客户未前来处理，我司再次通知如下：一、对已起诉的客户，可在开庭
之日的5日前，来我司协商和解，和解后我司将自行撤诉。未达成和解的
由法院依法判决处理。二、对已经退还了分销保证金（解除分销协议）的
客户，可在20日内继续前来我司领取补偿款，如逾期我司不再进行补
偿。三、对于未解决、未起诉、未退还分销保证金的客户，请您在20日内
前来我司处理，逾期我司将依法依规处理。四、请您在来之前先与置业
顾问对接，以便更好的为您服务。特此通知！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0日

核辐射环境监测竞价咨询
公告

第187医院拟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公司进行核辐射环

境监测并出具相应报告，现对外进行公开招标，诚邀有意者

在2018年8月2日17：30：00前，持单位介绍信和企业资质证

明材料到海口市龙昆南路100号第187医院院务处报名。

联系方式：李助理，13876769186（0898-65920179）

解放军第187医院

2018年7月30日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7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听取吉林长春长生公司
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进
展汇报，要求坚决严查重处并建立保
障用药安全长效机制；部署优化教育
经费使用结构和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
资待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调查组的汇
报。现已基本查明，长春长生公司在
生产人用冻干狂犬病疫苗过程中，存
在严重违反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擅自变更生产工艺、编
造生产和检验记录、销毁证据等违法

行为，性质极其恶劣，涉嫌犯罪。公安
机关已拘留并提请批准逮捕相关责任
人。下一步，国务院调查组要继续深
入开展工作。一要根据案件调查结
果，依法从重对涉案企业和责任人、参
与者作出严厉处罚，处以巨额罚款，并
由司法机关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让
严重违法犯罪者获刑入狱，把他们依
法逐出市场，终身不得从事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二要指导各地全部回收销
毁未使用的涉案疫苗。已出口的要监
督企业召回，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
和有关国家通报。对涉案企业生产的
其他疫苗严格查验，发现问题立即处

置。加快完成已开展的全国全部46
家疫苗生产企业全链条监督检查，及
时向社会公布结果。三要深入开展监
管责任调查，决不能手软。对玩忽职
守、失职渎职的坚决一查到底，对贪赃
枉法、搞利益输送的要重拳打击，对负
有领导责任的也要依法依规严厉追
责。四要全面查清涉案疫苗接种情
况，依据相关领域专家作出的风险评
估结果，科学拟定应对预案。相关部
门要立足事实作出解释，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五要有针对性地抓紧研究提
出进一步完善疫苗研发、生产、流通、
使用全流程监管体制的方案，构建确

保群众用药安全的长效机制。
会议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必须在保障教育合理投入的同时，把
义务教育作为投入的重中之重，优化
教育支出结构，促进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发展。各地要制定区域内各级学
校生均经费和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并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加
大教育投入。财政教育经费存量资金
优先保障、增量资金更多用于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子女。要将绩
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教育资金，严禁
超标准建设豪华学校，把教育经费的
每一笔钱用到关键处。

会议听取了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
落实调研督查情况汇报，强调要强化
地方政府责任，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
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凡未达到上述要求的都
要限期整改达标，财力较强的省份尤
其要加快进度，各地要定期向教育部、
财政部报告落实情况，国务院适时开
展督查。会议要求，要及时足额发放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等，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的中高级教
师岗位比例。严格规范教师编制管
理，对符合条件的非在编教师要加快
入编，并实行同工同酬。

要求坚决严查重处并建立保障用药安全长效机制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吉林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
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进展汇报

7月30日，中国参
赛队员参加“国际军事
比赛-2018”海上登陆
赛障碍赛。

泉州石狮将军山脚
下，来自中国、俄罗斯、
伊朗、委内瑞拉、苏丹5
国的海上精英30日展
开了海上登陆赛第一阶
段障碍赛的激烈角逐。
中国代表队3个陆战班
以 7 分 51 秒、7 分 58
秒、8分35秒，包揽障碍
赛前3名。 新华社发

海上登陆赛障碍赛打响 中国队包揽前3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