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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城

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分在海口星

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东

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

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

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

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东会决

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

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是海安长城实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本公司名义发表

的任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的任何行为，均与

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根据《海南省检察机关第二批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实施方
案》，经海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评审表决，确定杜黎辉等
151名同志为我省检察机关第二批员额检察官人选，现予公示（以
姓氏笔画为序）：

一、海南省人民检察院（9人）
杜黎辉、李星浩、张 宇、张国党、周炳晖、宫贵钊、徐 贺、

郭石宝、蔡丝维
二、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11人）
李兴华、李选婕、李燕萍、吴坤国、陆 岳、林春晓、洪 兵、

祝修林、夏国华、徐 赫、褚福欣
三、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7人）
王金阳、刘艳艳、李少甲、赵 坚、唐新培、盛宪鹏、魏银亮
四、海口市人民检察院（13人）
王 娜、王 赟、冯春华、朱劲松、刘广同、杜冠亚、何海林、

何集顺、陈 彬、周琪晖、郝恩悟、班婷婷、符林珏
五、三亚市人民检察院（5人）
刘 容、李 深、陈 锐、易 刚、雷宗儒
六、三沙市人民检察院（1人）
苏晓龙
七、儋州市人民检察院（8人）
张 博、陈丽娟、陈超君、莫迪焜、郭西钦、黄家奇、崔声波、

谭清亮
八、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2人）
何冠群、鄢月武
九、琼海市人民检察院（3人）
刘春荣、李红印、吴江华
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7人）
王耀明、李 宏、李光波、吴 程、崔 强、崔林虎、符积颖
十一、万宁市人民检察院（7人）
马 俊、任亚娟、刘俊剑、吴伊凡、张 杨、张 明、徐华兵
十二、东方市人民检察院（7人）
马长青、王万全、王玉竹、朱单军、赵 锐、彭 楠、韩 辉
十三、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2人）
曾晓宇、谭 慧
十四、定安县人民检察院（2人）
付丽丽、莫世培

十五、屯昌县人民检察院（1人）
彭永龙
十六、澄迈县人民检察院（4人）
王康云、张 冉、周丽丽、徐娜娜
十七、临高县人民检察院（6人）
王海汕、宋正方、段 港、段华平、符 生、谢 芳
十八、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人）
吴 挺
十九、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7人）
马神标、邢 标、纪金澎、李宗世、陈求有、黄垂旺、谢银莹
二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3人）
王 琴、王静柳、牛 辉
二十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2人）
陈益德、崔 涛
二十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2人）
肖 凯、梅桂东
二十三、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人）
黄犁云
二十四、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9人）
尤小明、何方雄、余 中、张 弢、张起宏、陈文杰、符晓琳、

符梦蝶、焦名源
二十五、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12人）
戈 晶、龙 力、成 燚、孙媛媛、李 珺、李毅龙、何彬彬、

张思维、张惟旭、陈海华、莫 璨、彭 群
二十六、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5人）
付 茸、李相啸、陈振院、姚 丽、黄展健
二十七、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4人）
李栋栋、高彩玉、符巧茜、覃秋丹
二十八、三亚城郊人民检察院（10人）
叶 爽、朱 捷、刘宇翔、许勤盛、李建虎、吴直榜、张海威、

张继勇、张楚文、郑如翔
公示时间为：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18日。如

需反映情况，可在公示期间向海南省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反
映。联系电话：0898—65315378，0898—65315090。联系地
址：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省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

海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2018年10月10日

海南省检察机关第二批员额检察官人选公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拟对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9月 30日，我司持股数量为 200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23.01%。

股权企业基本情况
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公司是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

经贸产业[2000]1086号文）批准，由原海南大广坝水电有限公司
（1999年7月1日成立）实施债转股后重新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于2001年12月17日领取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4600001007096，公司住所：海南东方大
广坝，法定代表人：蔡元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922万元，国电
海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出资66,922万元，占比76.99%；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0,000万元，占比23.01%。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电力建设、水电资源开发及相关业
务的投资与经营；电力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检修；土方工程；
房地产、农业开发。经营期限为永久。

处置方式：公开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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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2018年10月11日至2018年11月7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股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我司受理对上

述股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
考，最终以相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 系 人： 赵女士 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 0898—3668763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邮政编码：570203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股权处置公告

进一步完善全国和省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
现市场主体基础信息、相关信用信息、违法违规信息归集共享和业务协同。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经李克强总
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全国推开

“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落实“证照分离”改革要求，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改革审批
方式，精简涉企证照，加强事中事后综合监
管，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充分释放
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2018
年11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第一批
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
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
准入服务等四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要加强统筹，层层压实责任，确保
积极稳妥地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各地
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针对具体改革事
项，细化改革举措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于2018年11月10日前将具体措施报送
备案并向社会公开。

国务院印发《通知》

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
《
通
知
》
明
确

改革发展，民生是落脚点。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明显
变化。民生改善随着改革发展同步推
进，但也难免有人在生活中感受到一
些压力。

该如何看待民生的获得与变化？
新起点上，如何回应民生新期待？

面对复杂局面
如何回应民生关切？

近期，面临经济增速趋缓和国内
外复杂形势，有人担心，民生投入会不
会减少，民生改善会不会止步？党中
央给出了答案。

投入只增不减——
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在严控

一般性支出基础上，集中力量支持脱
贫攻坚、教育、社保、医疗等重点领
域。上半年，全国专项扶贫支出同比
增长 39.7％；教育支出同比增长
6.9％；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9.8％。

底线筑牢筑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

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全面打响脱贫
攻坚战。经过几年努力，贫困人口减
少6853万，贫困县摘帽100多个，贫
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保障更加完善——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

“六个稳”要求中，稳就业居于首位，一
系列拓展就业空间、加强就业保障的
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7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建立中央调剂基金，重点缓解少数
困难省份的基金收支压力，确保基本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继免除多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
资业务税收之后，财政部、税务总局明
确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对外投资免除
增值税等多项税收……

红利不断释放——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实际增长6.6％，基本与经济增
长同速。同时，各种减税降费改革也
为百姓“卸下担子”。

5月1日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
28项药品的进口关税降为零，已有多
种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

10月 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统一提高到5000元／月，将给中
低收入者带来更多减税红利，月收
入在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税负可降
低约49％……

面对生活的压力
如何缓解民生焦虑？

生活成本会不会更高？教育、医
疗、养老有没有保障？食品安全能不
能令人放心？

以上焦虑，既是民生能不能进一

步提升的真实体现，也是面对复杂多
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能不能成功应
对的期盼。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既要正视成长的“烦恼”，更要保

持发展的定力——
面对稳中有变的环境，识大局，明

大势，保持定力，才不会迷失方向。
中央政治局会议准确研判形势，

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为未来经济工作指明
重心和方向，也为民生保障提出了明
确要求。

破除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障
碍，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放管服”改革再提速
……稳预期、提信心的改革举措正不
断发力。

既要直面前行的阻力，更要看到
应对复杂形势的实力——

上半年GDP增长6.8％，连续12
个季度稳定运行在中高速区间；1至8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各
类市场主体超过1亿户，新增市场主
体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

“当前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变，为应对外部挑战提供了良好基
础。”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
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家底”也为
我们应对变化积蓄了实力。

既要看到民生短板，更要认清发

展的潜力——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

升，改革发展理念也在深刻变化。在
社会全方位发展的今天，更需要补足
民生领域短板。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说，应对
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
国将着力促进消费优化升级、释放潜
力，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民生和公
共服务短板、农业和生态环保短板。

面对人民新期盼
如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新期盼，发展新目标，改革新
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
民满意的事情抓起。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民生痛点难
点。8月下旬到9月中旬，国务院先后
派出39路督查组，分赴全国各省区
市、中央各部门进行实地督查。

火车站打车难有没有缓解、网络
提速降费落实得如何、公路乱收费是
否有所遏制……督查组瞄准的都是群
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难点。

从小事入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
事情做起，有关部门正陆续拿出切实
措施积极回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打

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方案》，明确到2020年促进100
万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带动300万
贫困人口脱贫。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
理办法（试行）》，明确建立健康医疗大
数据开放共享机制。

没有高质量发展，民生就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

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
要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持续改善民
生有机统一起来，确保发展前进一步、
民生改善就跟进一步。

今年以来，“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深化，减税降费措施落到实处，扩大开
放持续发力……一系列改革发展举措
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持续做
大“蛋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未来三年，还有3000万左右农
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中央财政将
新增 2140 亿元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秋日的大地，一派丰收的景象。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改革决
心，增强发展信心，民生这张答卷一定
会越来越精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
齐中熙 王敏）

让人民在改革发展中更有获得感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之三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侯晓晨）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从三方面对
美国所谓“重建中国”论调进行驳斥，敦促美方端
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人多次声称，过去
20多年，美国对华贸易产生了巨额逆差，送给了
中国大量财富，相当于美国“重建”了中国。中方
有何评论？

陆慷说，美国领导人的说法把中国的发展成
就归功到美国身上，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逻辑上
也根本站不住脚。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是靠自
己。中国迄今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靠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靠
的是坚定不移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靠的是
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当然，中国不是关
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互利共
赢合作。作为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不
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恐怕也没有哪个国
家有这个实力来“重建”中国？！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多重客观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中方在今年9月发布《关于中美
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已对此作
了全面的阐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逆差是由中
美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对此美
国的经济学家早有公论。中国的对外贸易一贯遵
循市场规律，做的是公平买卖。美国从中国买的
多、向中国卖的少，特别是在向中国出口高附加值
产品方面自我设限，自然会出现逆差。美方就此
指责中方，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谓美国送给中国
财富的“单行道”。长期以来，美国从中美经贸合
作中获得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
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根据中国商务部
的统计，2016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收入约
6068亿美元，利润超过390亿美元。德意志银行
今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实际上在中
美双边贸易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
益。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中美经贸合作本质
上是互利共赢的。吃亏做买卖的事没人愿意干，
更别说长达20多年。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心态、尊重事
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正确看待中国、中
美经贸关系，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工商界和消费
者的事。

外交部发言人三方面驳斥
美国“重建中国”论调

10月10日，工作人员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的药品仓库取药。

当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将17种抗
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确定了
医保支付标准。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国家医保局：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纳入第一批“证照分离”改革范围的涉企行政审批事项中，取消审批的有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等2项，市
场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改为备案的有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1项，市场主体报
送备案材料后即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实行告知承诺的有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等19项，有关部门对申请人承诺符合
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当场办理审批；优化准入服务的有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等80余项，针对市场主
体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精简审批材料，提高登记审批效率。

有效区分“证”、“照”功能，让更多市场主体持照即可经营，着力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真正实现
市场主体“一照一码走天下”。

加快建立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贯彻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构建全国统一的“双随机”抽查工作机制
和制度规范，探索建立监管履职标准。

改
革
重
点
内
容

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2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3

加快推进信息归集共享4

明确改革方式1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