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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金尊文府海景”项目位于文城镇清澜疏港大道北侧地段，
建设单位为海南金凯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于《文昌市清
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
时许可证，证号为（临）建字第469005201700049号，批准的规划
经济指标为：总用地面积23360.74m2(约为35.04亩),总建筑面积
50504.83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42026.26m2，不计容建筑面积
8478.57m2），容积率1.799，建筑密度20%，绿地率40.03%，建筑
高度18层，停车位362辆。现建设单位申请修规调整，主要调整
内容有：①垃圾回收站位置由原位于4#东侧调整至位于1#东
侧；②商业平面布局调整，具体详见变更后的方案文本。经核
查，调整后的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23360.74 m2(约为 35.04
亩)，总建筑面积50504.83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42026.26m2，不
计容建筑面积8478.57m2），容积率1.799，建筑密度20%,绿地率
40.03%，建筑高度18层，停车位362辆；调整后的规划指标，符
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10月13日至10月27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
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金尊文府海景商业单体”项目
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13日

澄迈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办公场所装修邀标公告
我局计划对办公场所装修，现采用邀标方式选择装修项目

施工方，有意向的公司请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标书送至澄迈县
文化北路中国银行办公楼三楼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办公室，我局
将择优选取施工方。

项目名称：澄迈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办公场所装修工程。
项目地点：澄迈县金江镇宝信小区11#地块3号楼1、2号商铺。
项目概况：办公场所实际使用面积436平方，总预算不高于

392268元。
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10月19日16：00前。
装修需求：详细设计方案请联系我局工作人员索取。
联系人：林声城 联系电话：13627555001

澄迈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2018年10月13日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我国第
三批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培养院校。根据招生计
划，2019年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
生210名，其中非全日制120名，全日制20名。专业代码为：
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9年10月10日-31日

每 天 9:00- 22:00。 报 名 网 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
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考试时间：2019年 12月 22-24日(以
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
www.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
A110室

2019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招 生 简 章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恢131号

本院在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海南欣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海南欣安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一案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本
院拟撤销(2007)海中法执字第42-6号民事裁定第一项，即：撒销

“将被执行人海南欣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南省澄迈
县老城镇南门岭老城工业开发区的地产[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老
城国用(2005)第790号]过户给申请执行人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
公司名下，用以抵偿被执行人尚欠其相应债务”的内容。对上述
财产处置行为有异议者，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0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 琼0106执271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2713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0月17日10时至2018年10月1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口
市滨海西路88号海口美视旅游度假中心酒店式套房3号楼5层
3-B603 房。起拍价: 1,620,000 元，竞买保证金:100,000
元。增价幅度:10，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0月8日起至
2018年10月12日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 2018
年10月12日上午10至11时(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10月17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
明: (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 (2) 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人自
行承担; 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33岁的邹火明，自从去年当选为
村支书后，深深体会到村里“上至瓦
房，下至茅房”都关村干部的事。

正在央视播出的《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让他心潮澎
湃。第一集《一枝一叶总关情》即阐释
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总书记用‘一枝一叶总关情’这
句诗提醒党员干部时刻想着人民。他
当过支部书记，深知基层的实际和困
难，鞭策我们不栽盆景、不搭风景，要
为民做好事，办实事。”

一年多来，作为广东省肇庆市鼎
湖区凤凰镇上水田村党支部书记，邹
火明和村委带领乡亲盘活丢荒的土地
资源，为村民平均增收4000元，挖掘
传统酿酒手工艺，打造特色品牌产业，
年营业收入约100万元。

“我决心在带领村民致富路上，不
落下一个乡亲。”他说。

节目第二集《治国有常民为本》，
则从重民生、兴民德、得民心三个角度
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承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袁武振说，对总书记用典进行追根
溯源，对其现实意义进行深入解读，给
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智慧启迪、强有力
的精神支撑。

“保障和改善民生关系改革发展
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袁武振
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各级党和政府应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收入
分配、社保、住房、食药安全、环保等问
题入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人民。
节目第三集《国无德不兴》从崇

德、明德、修德三个维度，阐释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德”的论述。

北京市西城区老墙根社区党委书
记高红英，从事社区工作13年。她
说，看完这一集很有共鸣——社区是
反映居民诉求、协调利益关系的重要
渠道，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一样，都要
以德服人。“社区党委班子是社区的领
头雁，首先要有‘德’。正人先正己。”

近几年，胡同里流动人口增多，居
民养犬数量上升，卫生问题日益明
显。一段时间，高红英带着社区工作
者每天扛着扫帚铁锹走街串巷清理垃
圾，后来不少居民也参与进来，慢慢形
成了一支社区环境志愿服务队。

受此启发，高红英着手挖掘社
区中“德才兼备”的能人，开展社区

活动，探索社区共同治理。“以德服
人，居民们的心齐了，奉献更多了。”
她说。

节目第四集《国之本在家》从家
庭、家教、家风三个层次，凸显了习近
平总书记对家庭建设的重视。

山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孟光范目
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说，看完这
一集感触颇深——正是家庭、父母赋
予了自己人生的底色。“我出生在山东
泰安的农村，挨着孔孟故里，靠知识改
变命运是从父母言传身教中得来的人
生经验。”

36岁的孟光范，正在把父母给予
他的宽厚、耿直、谦逊的品格，传递给
下一代。“在我们小家里，要求孩子做
到的，我们两口子首先做到。”

孟光范认为，良好的家风、和谐美
满的家庭以及对后代的正确引导同样

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每
一个家庭去发扬和践行。“作为一名科
技工作者和一个父亲，我深感肩上责
任之重，但也很有信心，从我做起把良
好的家风传下去。”

在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供电部门
的特色读书活动中，《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被列为近期的学
习重点。

“这样的解读形式非常好，专家的
讲述也很接地气，是一次宝贵的学习
机会。”国家电网嘉鱼县供电公司茶庵
供电所主任程和平说，“总书记用典，
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的阐述，还是对于立德、家
风建设的要求，都给广大党员干部指
明了方向。”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我决心在带领村民致富路上，不落下一个乡亲”
——《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引发社会共鸣

这是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厚积薄
发的中国文化正在努力书写繁荣兴
盛的历史新篇章。改革开放40年的
伟大实践，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蓄
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盈的精神
动力。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坚定文化自信、锐意进取
创新，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
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提升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优质
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正是人民美好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东营市在完善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同时配套建设了
乡村剧场，许多村民反映“乡村剧场
让村里多了一个阵地，少了几桌麻
将；多了一些交流，少了一些埋怨；多
了一支队伍，少了一些纠纷”。

上海市嘉定区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迈进“云时代”，“文化嘉定云”平台

形成了“文化菜单—场馆预订—文化
众筹—网上书房—数字展馆—精品
资源”等板块和一个综合性的“文化
分享圈”，百姓登录后可尽享“互联
网＋文化”带来的种种文化福利。

……
40年间，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和

产品供给从相对紧缺迈入大繁荣大
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按
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各地大力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共
建共享。这些实践推进了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标准化，保障了
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的基本文
化权益。

来自文化部门的数据显示，全国
群众文化机构每年开展活动近200
万次，服务群众达五六亿人次。以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
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不断完善。

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密集
出台一系列政策，提质增效精准出
招。如出台的《“十三五”时期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大力振兴

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
通知》等，以文化助力精准扶贫。

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加
快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新引擎

先来看一组数字：自2012年至
2017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呈逐年
上升趋势，从1.8万亿元增加到近3.5
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
3.48％增加到 2017年的 4.2％。文
化产业健康持续加快发展，正在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40年砥砺奋进，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描绘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上升曲线。进入新时代，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深化，一批文化企业和品牌做
大做强，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
断提升——

着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主
体。加大骨干文化企业培育力度，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形
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
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开展引导城
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选择
有条件的地方采取发放文化惠民卡、

实行票价优惠等方式，促进文化消
费，扶持艺术街区、实体书店、小剧场
等文化消费场所建设。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新型文化业
态不断涌现。对接“互联网＋”战略，
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
实等科技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快发展移动多媒体、网络视听、数
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实施

“文化＋”行动，结合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智慧城市建
设等，推动文化产业与教育、旅游、体
育、建筑设计及相关制造业等深度融
合，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
统文化生命力

《中国诗词大会》引起广泛关注，
古风音乐、汉服元素逐渐普及，“为你
读诗”APP流行……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人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中找到文化归属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方针。2017年春节前夕，中

办、国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
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一年多来，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了中华文化资
源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
华老字号保护发展、中华经典诵读等重
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抓
手、发展有新路，取得了实际成效。

与此同时，全国的特色实践遍地
开花：江苏以“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战略，建设城市休闲街区、博物馆、古
典园林、古街水乡等历史遗存的文化
旅游区；江西发挥南昌、井冈山、瑞
金、萍乡等地的革命文化资源，策划
导向鲜明、内容丰富的革命文物陈
列；安徽省探索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
有机融合，打造融合现场、电视、手
机、网络于一体的全新戏曲传播模
式；贵州利用文化产业助推脱贫攻
坚，融合蜡染、苗绣等非遗技艺的服
饰还亮相巴黎时装周，登上世界时尚
舞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
者周玮）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实践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年

外交部：

敦促美方停止借炒作所谓
“网络窃密”问题抹黑中国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侯晓晨）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
美方停止借炒作所谓“网络窃密”问题抹黑中国。

有记者问：美有关网络安全公司日前发布报
告称，过去半年来，中国加大了对美网络商业机密
的窃取力度，中国已成为支持对西方进行网络攻
击的最大国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回答说，中国是网络窃密和攻击的主要
受害国之一，也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一
贯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窃密和攻击。

他指出，美方个别企业和人士利用所谓“网络
窃密”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纯属别有用心。
根据斯诺登等人揭露的材料，哪个国家长期对外
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监控，谁是世界上
最大的网络攻击者，国际社会早已看得很清楚。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借炒作所谓‘网络窃密’
问题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和中美关系的
言行。”陆慷说。

10月12日，集装箱班轮在山东青岛港外贸
集装箱码头装卸集装箱。

海关总署12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2.28万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9%，进出口值逐季提升，
第三季度同比增速明显走高。 新华社发

海关总署：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同比增长9.9%

这是科研人员拍摄的一亿年前带触角的蜗牛
琥珀。

10月12日，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
国的古生物研究人员在北京共同宣布，他们发现
了世界上首例保存了触角等软组织的白垩纪蜗牛
琥珀，距今大约一亿年。此研究成果已由专业学
术刊物《白垩纪研究》在线发表。 新华社发

科研人员发现
一亿年前带触角的蜗牛琥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