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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杭州禾明投资有限公司因保管不
善导致自2006年至2017年所有
财务账本，记账凭证、历年审计报
告、验资报告及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20874403)等原
始资料丢失，特此声明。

杭州禾明投资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江西省赣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0510670290）拟向海南
省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后45天
内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注销公告
海口泉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460100MA5RE50U6X) 拟 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中通惠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91460100MA5RC914XG
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遗 失 声 明
浙江悦成投资有限公司因保管不
善导致自2014年至2017年所有
财务账本，记账凭证、历年审计报
告、验资报告及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58988401)等原
始资料丢失，特此声明。

浙江悦成投资有限公司

遗 失 声 明
杭州融悦投资有限公司因保管不
善导致自2014年至2017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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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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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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账本，记账凭证、历年审计报
告、验资报告及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59441901)等原
始资料丢失，特此声明。

杭州融悦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通达华伟汽车配件销
售服务中心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证号：23030219690305603X，声
明作废。
▲陵水三才早点来小吃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690280014673，声明作废。

迁址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老城
镇营销服务部经海南省保监局同
意批复（琼保监许可证【2018】93
号文件），原老城镇营销服务部营
业地址（澄迈县老城镇海马大道旭
东花园201号）将迁址至海南省澄
迈县老城镇南海大道208号二楼，
如有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本人张如兰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中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楼盘名称
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86栋702
号房，收据编号：HHD2038250,
金额：37385元,HHD5049524,金
额：37385 元，HHD5059681,金
额：93461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乐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琼
海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袁小波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462218020065，声明作废。

广告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8〕第5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
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受竞买
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最大满足
项目开发建设条件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8年8月
27日至2018年9月25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
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25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9月2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8年9
月18日8时00分至2018年9月28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8年9月28日10
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
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及动工开发建设项目。（二）
该宗地属商服项目建设用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
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
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
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
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该宗地现状上有属文昌市会文镇农工商联
合公司所有的一栋厂房及一栋宿舍房，该宗地竞得者需另外按该厂房
和宿舍房评估价格26.38万元与文昌市会文镇农工商联合公司协商补
偿。（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杨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22585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27日

出让人
文昌市会文镇阳
光村民委员会赤
坎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7）-1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会文镇文
嘉公路东南侧赤
坎村赤坎坡地段

面积（m2）

13189.74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旅馆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层（农村新
建住房高度一般不得超过十二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115.852

竞买保证金（万元）

782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现场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
大会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会议服务、会议用房服务、会议餐饮服
务、交通服务、接送机服务、会后考察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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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需公司拥有3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
定团队人员，能提供2018年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纳税记
录复印件，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具备会务接待资质和大型国际会议

和外事接待工作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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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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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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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场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整体氛围营造及布展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
为美丽乡村大会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主会场及分论坛视觉效果处
理、乡村展位展示、海南风情下午茶布置、晚宴场地布置（包括舞
台）、酒店及县委县政府整体氛围营造、整套美丽乡村VI识别系
统设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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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需公司拥有3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
固定团队人员，能提供2018年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纳

税记录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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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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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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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5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18711180908

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整体氛围营造及布展项目
招标公告

据新华社长沙8月26日电（记者史卫燕）段
德昌，1904年8月出生于湖南南洲（今南县）九都
山九屋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
州，先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
习，并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导该县年
关暴动。曾介绍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1团团
长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段德昌任中
国工农红军第6军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第2军
团第6军政治委员、军长。

1931年，段德昌任红3军（红2军团改编）第
9师师长，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
普济观、郝穴、汪家桥、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
战斗的胜利。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
军”。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3军被迫离
开洪湖苏区。他率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
务，转战3500余公里。

1933年5月，段德昌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段德昌：常胜将军勇无敌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善于把握规律，既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历史自觉，也是我们党领导推动
工作的制胜法宝。

“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宣传
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回
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历
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系统总结了
实践中所孕育的理论创新，并将其概
括为“九个坚持”。这些重要思想，阐
明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
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回答了宣
传思想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

重大问题，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
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以“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就要
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
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
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九个坚持”的重

要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
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
宽广视角，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
进行了深刻思考，是对宣传思想工作
规律性认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以“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就要深
刻认识其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时代
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身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逢传播格
局深刻变革、舆论生态重大变化，宣传
思想工作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中央密集召开
会议、作出全面部署，到宣传思想战线

积极作为、开拓进取，宣传思想工作在
继承中创新、开拓中发展，打开了崭新
局面，创造了新鲜经验。“九个坚持”，
正是对5年多来丰富实践、宝贵经验的
深刻总结，是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宣
传思想工作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宣
传思想工作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为宣传思想工作适应传播格局新变
化、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新需要提供了
系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以“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就要
在贯彻落实上下大功夫、下真功夫。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九个坚
持”的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战略指
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既是理论指导，
更是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狠抓落
实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增强的“八种本
领”之一。贯彻落实“九个坚持”的各
项要求，不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不
能流于表面、上下一般粗。只有立足
实际、因地制宜、突出实效，把“九个坚
持”在实践中落细落小落实，才能不断
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
创造性。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
笃，则知之益明。以“九个坚持”为根
本遵循，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
性互动，我们就能不断以思想认识新
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把“九个坚持”作为根本遵循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赵
文君 齐中熙）26日，交通运输部联合
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输、
公安部门，对滴滴公司开展联合约谈，
责令其立即对顺风车业务进行全面整
改，加快推进合规化进程，严守安全底
线，切实落实承运人安全稳定管理主
体责任，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和合法权
益，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整改情况。

8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女孩乘
坐滴滴顺风车途中被害，从警方公布
的情况看，滴滴公司在此次恶性事件
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
华在约谈中指出，今年5月初，空姐李
某在郑州搭乘滴滴顺风车，途中遭司
机残忍杀害，短短3个月时间，又再次
发生“8·24”温州恶性事件，引起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两起侵害乘客生命安
全的恶性事件，暴露出滴滴出行平台
存在的重大经营管理漏洞和安全隐
患，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严重威
胁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合法权益，社
会影响非常恶劣。

对此，交通运输部要求滴滴公司
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切
实改变承诺多、整改少的工作方式，加
强整改，规范经营，切实保障乘客安全
和社会稳定。

一要严守安全底线，按照国家安
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乘客安全放在
首位，对近期发生的安全事件，要认真
开展调查，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
交通运输部将密切关注此次事件调查
处理情况，对经公安部门调查确实存
在渎职失职的人员，将提请有关部门
依法依规处理。

二要立即按照“应以合乘服务提供
者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事先发布出行
信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车辆、
不以赢利为目的分担部分出行成本或
者免费互助、每车每日合乘次数应有一
定限制”的原则，对顺风车业务进行全
面整改，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建立保障
乘客安全的长效机制；要举一反三，吸
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改网约车平台存在
的安全隐患，坚决杜绝以顺风车名义组
织非法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即日起，不
得再新接入未经许可的车辆和人员，并
加快清退已接入的不合规车辆和人员。

三要落实承运人安全稳定管理主
体责任，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办理案件，
同时要加强对接入驾驶员的教育管理。

四要严格依法依规运营，严格按
照政策要求以及地方实施细则规定，
全面推进网约车合规化工作，确保平
台、车辆和人员均符合有关规定；网约

车运营信息数据要实时、全量、真实地
接入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
并确保数据质量。公安部对滴滴公司
安全管理、规范经营、严格遵守地方实
施细则等提出了要求。

滴滴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天津市交
通委有关负责同志要求，滴滴公司要
认真反思整改，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加快办理网约车平台、
车辆和人员的行政许可手续，停止接
入不合规车辆、人员，并清除平台上所
有不合规车辆、驾驶员，不得以低于运
营成本的价格扰乱正常市场秩序，严
格规范顺风车业务的开展，禁止利用
合乘名义从事非法网约车经营服务。

滴滴公司负责人表示，对此次事
件深感自责和愧疚，滴滴公司负有不
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并承诺：一是自8
月27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
业务，重新评估业务模式；二是9月1
日前完成合规化运营工作方案，报送
有关部门并接受社会监督；三是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安全隐患自查
工作，完善隐患监察机制，通过线上、
线下手段，查找整改存在的问题；四是
整改升级客服体系，加大客服团队的
人力和资源投入；五是开拓平台用户
紧急情况报警通道，完善配合公安机
关证据调取机制。

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等单位约谈滴滴公司

我国人民陪审员选任
将以随机抽选为主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记者王茜）司法
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日前印发《人民陪审员
选任办法》，办法明确了以随机抽选为主、以个人
申请和组织推荐为辅的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

据介绍，通过随机抽选方式，可以使更多的人
民群众有机会参与司法审判活动，实地感受法庭
审判氛围。

办法规定，第一次随机抽选，由司法行政机关
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从辖区内年满28
周岁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拟任命人民陪
审员数五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
第一次随机抽选之后，相关部门开展人民陪审员
候选人信息采集工作，建立信息库，对候选人进行
资格审查。同时告知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并
征求其是否同意担任的意见。第二次随机抽选是
从中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拟任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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