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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止拍卖公告
受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吉阳区税务局委托，我司原

定于2018年8月12日10:30在三亚市财政局六楼会

议室举行的第180804期拍卖会，因故中止拍卖，恢复

拍卖时间另行公告通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2018扶贫攻坚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

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扶贫攻坚先进典型评选表

彰活动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扶贫活动配套服
务，主要包含批文报备、舞台搭建、舞台演艺、拍摄等服务（具体内
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8月9日至8月14日，每日

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京
时间），8月15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
15时（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
一楼会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
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
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8月15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联投·海棠韵住宅区空调及新风系统安装工程施工招

标
招 标 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武汉天盈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长君
第二中标候选人：武汉市天时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久智
第三中标候选人：武汉佳友冷暖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董军
开标时间：2018年8月10日10：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联系

人：朱先生，电话：027-84238888）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1日

债权催收公告
致海口美捷达自驾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吴经文（身份证号：
460021195811260413）：

根据二位与本人（闫丽，身份证号：231027197103300328，联系
电话：18689952121）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及二位出具的《确认书》，二位应当向本人支付的房价款总额为
4508700元，截至2018年8月9日，二位仅向本人支付了3764600
元，尚欠房价款744100元。本人曾多次向二位催款，均无果。为维护
本人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二位于2018年9月1日前向本
人支付房价款744100元及利息（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
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744100元为本金，自2010年2月10日
计至付款当日，贷款利率为4.9%/年），逾期不支付的，本人将依法解
除三方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确认书》。

闫丽
二O一八年八月九日

公 告
一、邀标单位：海南省岛东林场
二、邀标项目：2018年生态公益林项目(瞭望台、宣传牌、道路

修复及防火带清理）
三、工程概况：本项目地点位于真正坡、宝邑作业区，建设内

容为瞭望台、宣传牌、道路修复及防火带清理工程，工程预算约
为人民币33.3万元，计划工期为30天，资金来源为海南省财政
厅2018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四、投标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含三级）以上资质，建造师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

五、报名时间：2018年8月13日上午8:00至8月17日下午
5:00止。报名时请带上企业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
产许可证、建造师资格证书（审核原件，留存盖章复印件一份）。

六、报名地点：海南省岛东林场，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0898-63611008。

公 告
一、邀标单位：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二、邀标项目：五龙作业区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三、工程概况：本项目地点在五龙作业区，建设内容为人居环

境整治工程，工程预算约为人民币17.8万元，计划工期为30天，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四、投标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含三级）以上资质，建造师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

五、报名时间：2018年8月13日上午8:00至8月17日下午

5:00止。报名时请带上企业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

生产许可证、建造师资格证书（审核原件，留存盖章复印件一份）。

六、报名地点：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先

生，联系电话：0898-63610656。

不动产权属证书作废公告
根据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保城镇什好村

委会什坡村许照强林权证的批复》（保府函〔2018〕347号），因我机
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8日

序
号

1

2

不动产
权属证书

保府林证
字（2010）
第008999
号

保府林证
字（2010）
第008999
号

权利人

许照强

许照强

不动产
权利类型
林地使用
权 及 森
林 、林 木
所 有 权
（使用权）
林地使用
权 及 森
林 、林 木
所 有 权
（使用权）

不动产单元号

469035100001JE01857L00000001

469035100001JE01858L00000001

不动产
坐落

保亭县保
城镇什好
村委会什
坡村小组

保亭县保
城镇什好
村委会什
坡村小组

备注

8.43
亩主
要树
种 ：
槟榔
1.95
亩主
要树
种 ：
椰子

引领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5年成果综述

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的中东、非洲之行，“一带一路”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一大焦点。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5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繁荣注入推动力量、增添不竭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
步伐。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2017年5月，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面向来自140多个国家和
8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发出呼吁。

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倡议提出
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和平
与发展大潮中不断升华，得到越来越
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信任和支持，关
键项目和示范性工程纷纷落地生根，
沿线国家人民有了越来越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
极响应支持“一带一路”倡议，80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同中国签署合作协
议；今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进行最新一次扩容，相关程序完成后，
亚投行成员总数将增至87个，遍布全
球各大洲；“蓝色经济通道”“冰上丝绸
之路”“空中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
路”……一条条共筑梦想的纽带多元
联动，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辟更
加光明的前景。

日本《每日新闻》刊文指出，在美
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背
景下，以经济合作为主线的“一带一

路”影响力正变得不容忽视，包括日本
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一带一
路”的建设前景充满信心。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协调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从柬埔寨暹粒向东驱车行驶约50
公里，一片700公顷的土地已经完成清
表工作。这是中国企业在柬投资的“超
级项目”——暹粒吴哥国际新机场。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一系
列基础设施建设正助力柬埔寨多方位
打造立体交通网，有力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

拥有上海港外贸航线近半吞吐量
的洋山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正在
实现“东方大港”的百年梦想。航线
所达的非洲，曾是600多年前郑和下
西洋抵达的最远端。

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一
带一路”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
外开放格局，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同沿
线和世界各国分享，让各方搭乘中国
发展的“快车”和“便车”。

位于黄土高原的甘肃定西是全国
三大马铃薯产区之一。2017年，定西
生产的优质种薯通过“一带一路”合作
平台，销往埃及、土耳其、越南等6个
沿线国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农

民脱贫致富。
昔日处于对外开放“末梢”的中国

中西部地区，因为“一带一路”互联互
通项目，正在成为开放新前沿。

回望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融入
全球化走向推动全球化，中国经济从
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落实，中
国对外投资规模和领域将继续拓宽，
中国优质产能和发展经验与沿线国家
正不断实现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彰显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顶层设计，凸显中国打造全方位开
放格局和开放型经济的郑重选择。

共建“一带一路”描绘的，也是合
作共赢新蓝图。

“这是托中国企业的福！”38岁的
埃塞俄比亚人特斯法伊没想到，自己
的住房梦会因为中国企业的到来而成
为现实。特斯法伊是中国企业组织施
工的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的
建设者之一。通过勤奋工作，短短两
年时间，特斯法伊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实现了自己的安居梦。

亚吉铁路项目造福埃塞俄比亚民
众只是“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国家
人民的一个缩影。5年来，中国与沿
线国家结伴同行、携手发展，打造一个
又一个大工程、大项目。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
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去年
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道出对构建
人类美好未来的殷切希望。

“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合国大
会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载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
作……无疑，“一带一路”同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
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地区热
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
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

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全球治
理体系的走向，急需新的解决方案。

从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到中
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与会
各方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新的共
识；今年9月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将把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
《2063年议程》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
结合起来，推出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
的新方略、新举措……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
银河。5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各方一
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
以实际行动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想。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开放大门一打开，中国加速融入
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区战略应运而
生。自贸伙伴阵容扩大、自由化水平
提升、谈判议题不断扩展……自贸区
战略的纵深推进，让我国在新一轮对
外开放中不断迈向全面开放新格局。

“朋友圈”加速扩容
自由化水平提升

7月 26日，中国、巴勒斯坦在北
京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中巴自
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完成，并承诺
争取尽早启动正式谈判。仅在7月当
月，就有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
第七轮谈判，中国—韩国自贸协定第
二阶段第二轮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第23轮谈判先
后举行。

近年来，为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
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我国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自贸区建
设驶入“快车道”，自贸伙伴“朋友圈”

不断扩大。
加快谈判进程，提升自由化水平，

推动与周边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自贸区建设……我国自贸区战略
成果正不断显现：

自贸区布局逐步完善——目前，
我国已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6
个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亚洲、
大洋洲、南美洲和欧洲。正在进行的
自贸区谈判有13个，并与10个国家
开展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或升级
联合研究。

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货物
贸易领域，我国已签署自贸协定平均零
关税比例达到90％以上；在服务贸易领
域，在世贸组织承诺约100个服务部门
的基础上扩大至近120个，原有承诺部
门的开放水平也进一步深化。

谈判议题日益扩展——中国—冰
岛自贸协定首次设立竞争章节；中国—
瑞士自贸协定首次设立环境章节；中国
—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首次
设立电子商务章节……规则议题正成

为我国推进自贸谈判的重要内容。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加速融入全球经济

眼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因为自
贸协定的红利，享受着价格更亲民的

“漂洋过海”到身边的“洋货”。
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正让澳洲龙

虾和葡萄酒以更低的价格“飞”入更多
消费者餐桌上。据广州海关统计，
2018年1至7月，经广州口岸进口的
享受优惠税率的澳洲水产品货值2.46
亿元，同比增长47倍；进口澳洲葡萄
酒2.27亿元，同比增长28％。

自贸协定的签署不仅为消费者带来
了实惠，也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中韩自贸协定中，对液晶面板、电视显
像管及其零部件等取消关税，既扩大了
进口，也降低了零部件进口成本。

企业获实惠，消费者得福利，正得
益于自贸区战略下我国按动改革开放

“快捷键”——

加快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升级
后的中智自贸区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
高达97.5％，是迄今我国货物贸易开
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

实现较敏感产品的适度开放，进
一步拓展开放产品种类；

稳步推进银行、保险、增值电信、
旅游、交通运输、医疗、管理咨询等服
务业开放；

逐步推进以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服
务贸易和投资谈判……

高水平自贸区的建设，助推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也让我国建设
性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进一步融
入全球经济。

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加快
自贸区建设，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

“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
区网络，无疑成为我国推动建设开放

型经济体制、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重要内容。

自贸区建设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和
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业内人士指
出，在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当下，中国应加快推进与相关国家和
地区的自贸谈判，共同培育全球大市
场，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

据商务部消息，今年我国将推进
十大自贸协定的谈判，推进与巴拿马、
巴勒斯坦、蒙古国、瑞士、秘鲁等国的
自贸协定联合可研或升级联合研究，
通过努力，力争让2018年迎来一个自
贸区的“丰收年”。

商务部国际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提高自由贸易水平和标
准，努力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坚持
与自贸伙伴共同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实现互利共赢，并在扩大服务业开
放、放宽外资准入、推进规则谈判等方
面大力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迈向高标准 提升自由化
——自贸区战略助推全面开放新格局

中国理念 凝聚合作发展强大力量

中国方案 携手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这是2018年7月25日无人机拍摄的中国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
化码头。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中国智慧 推动构建人类美好未来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教育部：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
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施雨岑）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教育部有
关负责人10日表示，办法对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
公费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规定，将“师范生免
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

按照办法，国家公费师范生享受免缴学费、住
宿费和补助生活费政策，通过双向选择等方式切
实为每位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落实任教学校和岗
位。这位负责人认为，这些政策会增强师范生就
读师范、毕业后当老师的自豪感。一些地方根据
当地实际已经初步建立了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
办法将地方制度探索正式纳入国家制度体系并逐
步健全。

这位负责人说，办法将公费师范生履约服务
期调整为6年。任教6年刚好能完成小学或中学
完整的教学周期，也为公费师范生营造更大发展
空间，进一步焕发政策的“生命力”。

他表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制配套文
件，举办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部属师范大学管理人
员专题培训，进行相关政策解读，规范政策执行，
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武汉生物公司效价不合格
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
核查组公布工作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按照国务院要
求，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组成
核查组8月1日赴湖北，对2017年发现的武汉生
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生物
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效价不合格百
白破疫苗处置工作开展核查。

核查组抵达武汉后召开了全体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
求，决定设立综合组、调查组、补种组、专家组等工作
组，全面开展核查工作。核查组听取了湖北省政府、
省市监管部门和武汉生物公司的汇报，通过现场勘
查、调阅文件、核查卷宗记录、比对数据资料、约谈有
关人员等方式，还原了设备故障现场情况，核实了百
白破疫苗生产经营情况，确认了不合格疫苗流向和
补种情况，摸排了企业存在的风险隐患，查核了地方
监管部门日常监管和执法处罚情况。

经核查，该批次不合格百白破疫苗为2016年7
月19日生产。因分装设备传动链条故障导致停机
20分钟。停机期间，因灌装前的半成品缓冲罐摇动
不充分，导致该批次疫苗有效成分分布不均匀。企
业出厂自检时，未考虑到设备故障可能引起质量不
稳定问题，未对故障时间段分装的产品进行专门检
验，仍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抽检，致使自检效价结果未
能真实反映该批次疫苗质量状况。该批次疫苗上市
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检院）对
疫苗批签发有效性指标按规定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检
时，未抽到故障时间段分装的疫苗。2017年10月
27日，中检院在国家药品抽验中发现，该批次白喉
效价81IU/剂，国家标准为不低于30IU/剂；破伤风
效价56IU/剂，国家标准为不低于40IU/剂，这两项
指标符合规定。百日咳效价2.8IU/剂，国家标准为
不低于4IU/剂，不符合规定。

经核查，武汉生物公司已召回该批次全部未
使用的疫苗，并在武汉市药品监管部门监督下销
毁。中检院对武汉生物公司其他批次百白破疫苗
进行了检验，质量指标均合格。不合格百白破疫
苗流向的河北、重庆两省市已按照要求开展补种
工作。截至目前，已分别完成了应补种儿童总数
的71%、75%。考虑到百白破疫苗应分别在3、4、
5、18月龄进行4剂次接种，尚未补种的后续剂次
需根据受种儿童的实际接种情况确定间隔时间。
因此，补种工作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核查组认定，武汉生物公司未按生产规程操
作。地方监管部门存在监管不到位问题。对事故
的处罚没有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从严从重，行
政处罚偏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