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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12月12

日08:30—18：00对兆能4K机顶盒（型号为Z82）进行版

本升级。本次升级不影响观看电信电视。对于使用该款

机顶盒的客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

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12月12日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一萍与被执行人海南博海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民间贷款纠纷一案，由于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本院依法查封海南博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澄迈县金江
镇文化北路逸海华庭下列343套房屋所有权：一号楼一单元303、403、
806、803、801、802房，二单元806、802、303、403、503、603、703、803、
306、406、506、606、706房；四号楼101、701、506、606、806、201、301、
401、501、601、1001、206、306、406、706、1006房；五号楼701、602、
1006、101、601、1001、506、606、706房；六号楼1003、404、504、1004、
206、906、101、201、301、1001、502、602、103、603、703、803、104、
304、704、804、904、105、205、405、605、705、805、1005、106、306、
406、506、706、806、1006房；七号楼601、502、702、802、1002、206、
1006、101、201、301、401、501、701、1001、102、202、302、402、602、
902、103、203、303、403、503、703、803、903、1003、104、204、304、
404、504、604、704、804、904、1004、105、205、305、405、505、705、
805、1005、106、306、406、506、606、906房；八号楼1001、303、802、
903、406、204、1006房；九号楼301、101、201、401、501、601、801、
1001、202、402、802、203、303、403、803、104、404、504、604、804、
305、505、905、1005、106、206、306、406、506、606、706、806、906房；
十三号楼1704房；十四号楼202、1105、906、303房；十五号楼401、
1101、603、104、805房；十六号楼1401、1601、1302、1402、1502、1404

房；十七号楼401、1401、1602、1402房；十八号楼101、601、1401、
1501、1601、1701、102、202、302、402、1302、1402、1502、1602、1702、
103、203、303、403、503、603、703、803、903、1003、1103、1203、1303、
1403、1503、1603、1703、104、204、304、404、504、604、704、804、904、
1004、1104、1204、1304、1404、1504、1604、1704、201、301、401房；十
九号楼1502、1602、1702、101、201、301、401、501、601、701、1701、
102、202、302、402、502、602、702、802、902、1002、1102、1202、1302、
1402、103、203、303、403、503、603、703、803、903、1003、1103、1203、
1303、1403、1503、1603、1703、104、204、304、404、504、604、704、
804、904、1004、1104、1204、1304、1404、1504、1604、1704房；二十ー
号楼101、201、301、401、501、1401、102、202、1402、103、203、403、
503、703、803、1203、1303、1403、1703、204、404、504、604、704、804、
904、1104、1204、1304、1404、1504、1604、1704房；二十二号楼1301、
1401、1601、1701、1703、1404、1704房。

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将对上述查封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
估、拍卖，对本院将要评估、拍卖的上述土地使用权有异议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理。联系电话；0898-66962020

特此告公告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执5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29日

关于琼海泮水世家项目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琼海泮水世家项目由琼海众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位

于嘉积镇海榆东线东侧，规划净用地面积为16419m2。海规划审批
〔2018〕9号文批复同意该项目修规方案，批准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40693.42m2，毛容积率≤1.8（净容积率2.23）。现该公司申请酒店部分、
B1#和B2#三栋楼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南省太阳能
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要求，公示如下：1、
酒店屋面太阳能集热器面积为294m2，应用客房数为80间，按客房总
数×1.5平方米计算，太阳能热水系统应补偿建筑面积为120.0m2。B1#
楼总建筑面积6439.75m2，屋面太阳能集热器面积152m2，根据总建筑
面积的2.5%计算，应补偿建筑面积为160.99m2，故B1#楼按规定可补

偿建筑面积为152m2。B2#楼总建筑面积2666.64m2，太阳能集热器面
积62.0m2，根据总建筑面积的2.5%计算，应补偿建筑面积为66.67m2，
故B2#楼按规定可补偿建筑面积为62m2。2、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12月12日至12月25日）。3、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
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4、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
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
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
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
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36869758，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11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
昌横山加油站项目用地地块的规划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 12月12日至2019年1月10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
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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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横山加油站项目用地规
划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12日

我公司现有电厂粉煤灰、炉底渣销售。请需要以上产品的单
位，在2018年12月14日前将以下报名材料扫描成PDF文件后，
发到以下电子邮箱进行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电子邮箱：
hngsrsb@126.com

报名材料清单：
1、有近三年（2015年-2017年）粉煤灰、炉底渣销售业绩材料；
2、营业执照副本；
3、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
4、提供海南地区自建或租赁粉煤灰贮存罐容量的证明材料；
5、在海南地区具有足够的粉煤灰罐车辆，并提供车辆行驶证和

登记证或长期租用合同（加盖单位公章）；
咨询电话：韩女士 68681806 13707578468

吴先生 13876312588

销 售 公 告

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不动产公(2018)17号
骆纯才名下位于老城开发区美桃岭地段四季花城高尔夫温

泉公寓7C号楼423房《房屋所有权证》(澄房权证老城私字第
05977号)因不慎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
如有异议者，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及相关证明
材料向我中心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我中心将依法补发《不
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11日

二、交易方式：根据受让方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
集到一名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以上意向
受让方，采取拍卖竞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公告时间2018年
12月12日至2019年1月9日。报名时间：2018年12月12日08:
00至 2019年 1月9日17:00（办公时间）。四、挂牌报价时间：

2018年12月12日08:00至2019年1月10日09：30。五、挂牌出
让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怡心
花园D15号）。六、联系方式：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
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898-68598868 18889413333

项目名称

儋州市白马井
旅游综合体主
岛透水式钢栈
桥项目

用海位置
儋州市白马井海
花岛旅游综合体
1号岛入岛主桥
梁西南侧 120m
处海域

用海类型

路桥用海

用海方式

跨海桥梁、海
底隧道等用
海

出让面积（公顷）

1.4019

用海期限（年）

5

挂牌起始价（万元）

65

保证金（万元）

20

挂牌现场会开始时间

2019 年 1 月 10 日
09：30

儋州市白马井旅游综合体主岛透水式钢栈桥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儋州市白马井旅游综合体主岛透水式钢

栈桥项目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40年，这是一条鲜明的逻辑——
“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

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
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
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广东考察时说。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由此启程，一切因此壮阔。

人民立场
是改革开放的“致胜密码”

带着行李、坐着大巴，郑艳萍等几百
名年轻姑娘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深圳
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那是
1982年。

在改革的沃土上，散发着年轻的气
息。如今，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新时代
改革开放之风在这里劲吹，坐落其中的
深港青年梦工场创业生态圈已孵化创业
团队304家。年轻人在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中对接梦想。

40年沧海桑田。时光机中的中国
大地上，不仅是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
条条天堑变通途、一个个“中国制造”产
品风靡……一个又一个人的变化，汇成
了这个国家的巨变。

一组组数据直观记录着中国人民生
活的跨越：1978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到36000多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到13400
多元；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
有，分别覆盖13.5亿人、9亿多人……

一个个场景直观印证着中国人民面
貌一新：从手攥票证排队购买商品，到轻
点手机“买遍”全球；从挤进绿皮火车行
在漫漫回家路上，到坐在舒适高铁中便
捷快速出行；从出国是无法想象的事，到
出国游成为不少人生活中的常态……

40年世界风云变幻莫测，40年机遇
挑战叠加交错，中国改革开放仿佛掌握
了“密码”，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与中国很多城市一样，经历了改革

开放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已是国际大都
市的北京，如今正进行着转型大考。

这座城市的思路是——减量发展。
减少城乡建设用地；减去侵占生态

空间的建设；减少行政审批……
“减法”背后，内涵着“加法”。
大幅增加生态用地；保障性住房大

增；服务型企业增加……
减是为了人民，增更是为了人民。

增减之间，不是不发展，而是通过倒逼，
迈向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增加获得感。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目
标一以贯之，并不断通过自我革命与自
我超越，保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的先进性，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朝
着民心所望的方向进发。

人民更加需要优美环境、人民更加
要求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希望自我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场发展理念
的深刻变革中，越来越多的群众共享到
改革开放的最新成果，改革开放这场伟
大实践也不断抵达新高度。

人民赋予改革开放
奔腾不息的力量

壮士断腕，浙江安吉县余村人作出
决定。上个世纪末，“石头经济”盛行，余
村人也开始大规模开山采矿，集体收入
更曾高达300万元，一度成为全县首富。

然而，村民们尝到了采矿带来的甜
头，也不得不吞下环境污染带来的苦果：
村里常年烟尘弥漫；竹林里的竹笋被粉

尘覆盖越长越小；动不动炸响的开山炮
更让人总是提心吊胆。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余村人最终痛
下决心。2003年到2005年间，余村人关
停所有矿山和水泥厂，集体收入一度锐减
到20多万元，但却成为绿色发展的起点。

如今的余村，毛竹林在山上摇曳，竹
下种植的三叶青、竹荪等为村民增收，优美
的自然环境更让乡村旅游越来越兴旺。
2016年，余村集体收入重回300多万元。

40年风雨无阻，改革开放在认识和
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
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
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
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

40年改革开放最为充沛的动力源，
就是充分调动起了中国人民的主动性积
极性创造性，从而如大江大河般在中国
广袤大地上奔腾不息。

2018年11月，随着上海市机构改革
方案公布，在充分汲取民意的基础上，全
国31个省份的机构改革方案全部亮相，
一些体现地方特色的机构也纷纷挂牌。

四川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
一，将原省扶贫移民局更名为省扶贫开
发局；海南为建设好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组建了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40年改革前行，政府机构几经重大
调整，其指向就是顺应社会变革实现职
能转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向人民
群众深恶痛疾的“顽疾”开刀；更加重视
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小事改起……户
籍、医疗体制等改革取得突破；发展学前
教育、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来回奔波
……改革与人民越离越近，人民的获得
感也越来越强。

满足人民新期待
将改革进行到底

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这个词有
着怎样丰富的内涵？

很多中国人谈起，都会怀揣一份改
革情怀，心生自豪与自信之情、幸福与获
得之感。因为其中蕴含着太多命运的改
变，也砥砺着未来的伟大奋斗。

“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下海浪
潮风起云涌，但也充满艰难险阻，我刚刚
砸破国企的铁饭碗加入创业大军，内心
忐忑。但您当时和令尊开的家庭式丝绸
服装加工店，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我们
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斗志……”

2018年4月，南京市民佘名祥收到
一封意外来信，写信人是苏宁集团董事
长张近东。

28年前，刚刚创业的张近东几乎花
光积蓄，租下南京宁海路一间门面房，开
始做卖家电生意。彼时的佘名祥，尝试
干起了个体，和父亲一起给人做旗袍。

旗袍所用的丝绸怕风，屋里不敢开
窗，佘名祥想购买空调。

那时的空调尚属奢侈品，多是企业
能买得起。佘名祥的到来，让张近东感
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会有越来越

多的个人购买空调。
与市场化、城镇化等改革的节奏同

步，空调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苏宁也逐
渐扩大业务，布局全国。如今，苏宁正在
进行一场线上线下的自我革命，不断升
级对消费者的服务。

40年大潮涌动，在鼓励、支持、引导
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下，以苏宁为代表的
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创业就
业、技术创新、提升服务等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不断满足人
民发展要求的伟大革命，随着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革命对象已从昔日的“落后的社
会生产”转变为如今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这也呼唤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再出发。

与千千万万扶贫干部一同，重庆奉
节县挂职干部吴晔军，将金融理念带到
了一个个闭塞的小山村。

东厢村贫困户杨建林运用循环经济
原理，用玉米酿制烧酒，下脚料酒糟用来喂
猪，猪的粪便用于生产沼气。沼气类似天
然气，是许多农家生活使用的清洁能源。

让杨建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两个
字——成本。

金融扶贫让村民知道了信用原来也
能贷款，贷款需要利息成本，而节约成本
就可以扩大规模或早还贷款。通过传播
金融理念，推动乡亲们向面向市场的现
代农民转变。

改革开放40年，7亿多人口摆脱绝
对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实施，土地、集体
经济、金融等领域改革密集出台，中国贫
困人口的减少速度更是前所未有，曾经
贫困的地区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在面
对深度贫困难题的当下，仍然需要一系
列理念变革与改革举措。

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是未来征程上
最宝贵的财富与经验——

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深处选择的必
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未来通向全面小
康、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将改革进行到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以人为本 携手筑梦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力量

2018年9月28日，大（同）西（安）高铁原平西至太原南段开通运营。这是乘客
在大西高铁原平西至太原南段首发列车上。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