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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启新局
——写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之际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暂停东出让2018-0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东国土资告字〔2019〕1号

我局于2018年12月13日发布了东方市东出让2018-0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即《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公告》（东国土资告字〔2018〕208号），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

因上述地块的前期工作需进一步完善，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决定暂停该宗地的挂牌出让活动，待完善相关手续后再公开挂牌出让，具
体时间另行公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11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8-05号

位置
东方市高速公路东侧出口、海榆西线北侧

面积（m2）
4399.14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使用年限
40年

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30%

建筑限高
≤15米

绿地率
≥30%

竞买保证金(万元)
397.2

挂牌起始价 (万元)
662

备 注 东出让2018-05号地块规划指标详见东规委函【2018】202号。

关于申请人王国家与被执行人海口椰泰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开
发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琼0105
民初164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未自动履行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如下:

一. 被执行人海口椰泰实业有限公司同意将其名下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板桥横路9号“祥泰家园”一期1、2号楼的5套房产 ( 商品房,面
积合计:716.61平方米 )交付给申请人王国家所有。具体房号为：

01、2号楼一1905(不动产证号HK370207,面积101.65平方米);
02、1号楼一2401(不动产证号HK370277,面积150.25平方米);
03、1号楼一2402(不动产证号HK370278,面积157.23平方米);
04、2号楼一2401(不动产证号HK370140,面积150.25平方米);
05、2号楼一2402(不动产证号HK37014,面积157.23平方米)。
二、被执行人海口椰泰实业有限公司同意将其名下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板桥横路9号“祥泰家园”二期1号楼的35套房产 ( 经济适用房,
面积合计:2680.29平方米 )交付给申请人王国家所有。具体房号为:

01、3单元一703,(面积70.07平方米);
02、3单元一705,（面积78.44平方米）;
03、5单元一703,（面积70.07平方米）;
04、5单元一705,(面积78.44平方米);
05、3单元一805,（面积78.44平方米）;
06、5单元一805,（面积78.44平方米）;
07、5单元一802,（面积80.13平方米）;
08、3单元一902,（面积80.13平方米）;
09、3单元一905,（面积78.44平方米）;
10、5单元一902,（面积80.13平方米）;
11、5单元一905,（面积78.44平方米）;
12、3单元一1002,（面积80.13平方米）;
13、5单元一1002,（面积80.13平方米）;
14、5单元一1003,（面积70.07平方米）;
15、3单元一1003，（面积70.07平方米）;

16、3单元一1005，（面积78.44平方米）;
17、5单元一1005，（面积78.44平方米）;
18、3单元一1102，（面积80.13平方米）;
19、3单元一1103，（面积70.07平方米）;
20、3单元一1105,(面积78.44平方米);
21、5单元一1102,(面积80.13平方米);
22、5单元一1103，（面积70.07平方米）;
23、5单元一1105，(面积78.44平方米);
24、3单元一1202,(面积80.13平方米);
25、3单元一1203,(面积70.07平方米);
26、3单元一1205,(面积78.44平方米);
27、5单元一1202,(面积80.13平方米);
28、5单元一1203,(面积70.07平方米);
29、5单元一1205,(面积78.44平方米);
30、3单元一1302,(面积80.13平方米);
31、3单元一1303,(面积70.07平方米);
32、3单元一1305,(面积78.44平方米);
33、5单元一1302,(面积80.13平方米);
34、5单元一1303,(面积70.07平方米);
35、5单元一1305,(面积78.44平方米);
被执行人海口椰泰实业有限公司在公告期满后将上述40

套房产(总计面积:3396.9平方米)交付给申请人王国家,并协助
申请人办理房产的相关手续(含过户手续)

如对上述房产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
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办理上述40套房产相关交付事宜。

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一月四日

单位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法院

联系人:张芸:68647733(办)
苏立雄:68663840(办),手机:1363755905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2017)琼0105执444号

一、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的方式与途径
建设单位于2019年1月8日在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上发布了《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整治维护项目海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站链接：http://gzw.hainan.gov.cn/
zwgk_23509/gsgg/201901/t20190108_2144818.html。建设单位
提供纸质报告供公众查阅，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联系，
联系方式见本公示第六项。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

2、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地区建设的项目？3、您是从何种信息渠道了
解该项目的信息？4、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
的危害/影响是？5、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请简要
说明原因？6、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三、公众意见表的获取方式

公众意见表见公示网页附件2。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欢迎公众填写公众意见表，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

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提交书面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截至日期2019年1月21日。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海南省南海现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小根 联系电话：1330757753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港澳申亚大厦14楼规划发展部
七、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琢 电话：15754177720 E-mail：75535820@qq.com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铂金大厦27A11楼130室

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整治维护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月16日00:00-06:00对彩铃平台进行升级优化，不影响通信，也不影响彩铃
播放，仅在升级过程中，对海南省内彩铃用户开销户操作有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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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1日

一、项目名称：自贸区（港）背景下土地利用政策研究。
二、时间要求：委托协议签订后5个月内提交研究成果。
三、项目费用：原则上不超过人民币45万元（包干价）。
四、合作单位条件：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2.项目负责人具有专业

领域内高级职称或相应资格；3.类似项目业绩；4.接受联合体申请。
五、报名材料：1.机构简介、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报价一览

表；3.自贸区（港）背景下土地利用政策研究工作方案（自行编制，无
固定格式）；4.类似业绩证明；5.提供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的身份

证复印件；6.申请单位根据自身优势提出更有价值的内容。请于
2019年1月17日下午5:30前将报名材料（加盖公章）快递或直接
送达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 405室。联系人：许亮勋，
0898-65236044。

项目详细情况及申请报名具体要求请查询：http://www.
hnlmmarket.com。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2019年1月11日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关于征选自贸区（港）背景下土地利用政策研究合作单位的公告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关于协商收回海南华星实业有限
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的通知》的公告
海南华星实业有限公司：

因建设文化体育中心需要，拟收回你公司名下海国用

（2015）第2823号土地，该宗地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城南工业区，

土地面积为51343.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请你公司

于收到公告期内到我局协商有关事宜。公告期为2019年1月

9日至2019年3月10日止。逾期不来协商收地事宜，我局将

按评估地价确定补偿金额，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手续。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9日

关于道客A74-1105、1106征收补偿事宜的公告
2015年12月2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琼山府【2015】

15号《关于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
征收决定》，决定对项目涉及道客社区、北官社区、米铺社区和塔光农
工贸区域范围内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属物依法征收，红湖
阁小区1105、1106号房（征收编号为道客A74-1105、1106）位于征
收范围内。现有郝焕然向本机关主张权利，称其曾于1994年5月24
日向海南建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红湖阁小区主楼613号房
产，因主楼房产停止开发，海南建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道客
A74-1105、1106的房产作为交换，并已实际交付其使用。本机关
拟认定郝焕然为道客A74-1105、1106的被征收人。如有异议，请
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机关提交书面材料，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
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本机关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环湖路道客二里红城湖拆迁指挥部
联系人：蔡文定 联系电话：13876779499

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 2019年1月11日

广告

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扶贫展销会
时间地点：2019年1月23－27日海口
市秀英区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举办。
主办单位：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海南省商业总会，参展电话：
65396888 邮 箱 ：zgcicc@126.com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2018年岁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

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的新的重大判
断，引起广泛关注。从形成“压倒性态
势”到取得“压倒性胜利”，一词之变折射
的是全面从严治党新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重整行装再
出发，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以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
向深入，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创了全面从严
治党新局面。

新起点 再出发
——展开新时代党的自身

建设新布局

1月9日晚，一部反映秦岭违建别墅
整治始末的新闻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
纪》引起刷屏，产生巨大警示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 4年间作出 6次重
要批示指示，党中央指派一名中央纪
委副书记担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督
促整改。2018 年 7月以来，位于秦岭
北麓西安境内的1100多栋违建别墅被
依法拆除，多名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
被立案调查。

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绝不姑息的雷
霆行动，再次展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决心意志。

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展现新
气象。

一年多前，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
蓝图，也勾画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的清晰路径。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对
党的建设布局进行了科学完善，突出强
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
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如是宣告。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全面从严治党

如何再上台阶、再启新局，这是时代提出
的崭新命题。

成绩面前，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冷静，
始终保持一种坚韧执着。

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
“三个不能有”告诫全党：“在全面从严治
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
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
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

见好就收的想法。”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

记又及时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
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
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18年新年伊始，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警示全党：“影响党的先进性、
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
危险性和破坏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自上率下，以行动作无声的号令，以
身教作最好的榜样。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研
究作风建设问题，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出
京活动，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政治信念；

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于2017年12月、2018年12月
分别拿出2天时间召开民主生活会，进
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为全党树立起了标杆。

高瞻远瞩，着眼新形势新任务，进行
谋篇布局。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
要任务；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对新
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作出
新部署；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将
全面从严治党列为改革开放40年必须
坚持的9条宝贵经验之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踩着稳中求进的步伐，以
不变的决心、不变的力度，以更高的要
求、更高的标准，铺展开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布局。

再坚持 再深化
——全面从严治党展现守

正创新新气象

2017年11月21日晚，正值小雪节
气的前夜，中央纪委发布消息：“中共中
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到一个月就拿下
“首虎”。有网友这样写道：“那些认为在
下一个五年反腐败斗争可以换一种节奏
的人，可以打消幻想与侥幸了！”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启新局，更加突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不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践行“两
个维护”，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
动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

不断凸显政治巡视的本质属性。党
的十九大后，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
安排的巡视不断深化，鲜明强调把“两个
维护”作为巡视的根本政治任务。

2018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共立案审查存在违反政治纪律行为
案件2.5万件，处分2.2万人，其中中管干
部25人。

2018年10月17日，我国第5个国
家扶贫日。

这一天，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的
15个中央巡视组开始进驻13个省区市，
以及在脱贫攻坚中承担重要职责的11
个中央国家机关和2家金融企业，开启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就一个主题开
展巡视监督，在扶贫日之际进驻，这样的
安排绝非巧合。

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确保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党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的鲜明特征。

人们看到，党中央把2018年作为脱
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中央纪委从2018年
起开展为期3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
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3.31
万个、处理18.01万人。

人们看到，纪检监察工作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从严治
党以强大声势向基层延伸。党的十九大
以来，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23.87万个，处理31.6万人。

人们看到，从深挖彻查党员干部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到对
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领域不担当不作
为、失职失责问题开展力度空前的问
责，党的任务所在，就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点所向。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启
新局，惩治这一手没有丝毫松懈。

作风建设继续较真较劲，持续擦亮
“金色名片”。截至2018年11月30日，
全国当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55705起，处理党员干部78804人。

既抓老问题，又关注新表现。
中央纪委印发工作意见，把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反对“四风”
的首要任务、长期任务；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频频曝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
型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作风建
设在更加注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中走向深化。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
“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

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党的十九大报告用3个“坚
持”指明了反腐败工作的原则和方向。

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
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
原局长努尔·白克力，公安部原副部长
孟宏伟……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已对70余名中管干部立案审
查调查。

追逃追赃快马加鞭，海外“猎狐”捷
报频传。

中央追逃办再发公告曝光50名外
逃人员线索，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
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国家
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西方国家签署反腐败
执法合作文件……

截至目前，我国已连续4年开展“天
网”行动，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
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
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

“自首”，成为2018年反腐新闻的一
个热词。

2018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发布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接受
审查调查的消息。人们注意到，通报中
首次出现了“已投案自首”的表述。

半个月后，又一名中管干部河南省
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
投案自首。

邯郸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王
社群，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王代全，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协
原主席段玉良，西双版纳州委原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刀勇……高压态势之
下，一个个违纪违法干部“投案自首”
的消息接连出现。

2018年8月国家监委发布敦促外逃
人员投案自首的“最后通牒”后，短短4
个月，有165名外逃人员主动投案。

一系列数据，一个个案例，印证着反
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大判断。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变与不变中，全
面从严治党坚持中深化、深化中发展，展
现出守正创新的新气象。

新体制 新格局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
一份编号“国监留字［2018］110001号”
的留置决定书，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这份签发于2018年3月31日的文
书，首次以国家监委的名义对贵州省委
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作出留
置决定。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党
的建设史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进程
中，也注定将以“极不平凡”被铭记——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监察委员会宪
法地位；

3月18日，我国首任国家监察委员
会主任选举产生；

3月20日，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通过；

3月23日，国家监委正式挂牌，一个
党领导的全新反腐败工作机构成立。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取得了一
项重要进展，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
立。”新加坡《联合早报》如是评论。

这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制
之举。

国家、省、市、县4级监委全部组建
挂牌，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履
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将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督范围。

这是反腐败工作法治化的里程碑。
国家监委挂牌不到10天，王晓光落

马。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措辞
中，以往的“接受组织审查”变为“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字词之变背后，是体制机制的重大
推进。

改革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
子”，实现执纪与执法同向发力、精准发
力，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
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

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
举报344万件次，立案63.8万件，处分
62.1万人。

致力于把权力置于严密的监督之
下，这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奋斗目标。

——把监督挺在前面，当好政治生
态“护林员”。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73.7万人次。
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占
比达63.6%，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
违法立案审查调查占3.2%，逐步显现管
住大多数、严惩极少数的效果。

——深入推进巡视监督，“利剑”作
用愈加彰显。

巡视全覆盖踏出坚实步伐。2018
年开展的两轮中央巡视，分别对14个省
区市、10个副省级城市和16个中央单位
开展常规巡视，对13个省区市和13个
中央单位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中
央、省、市、县4级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利
剑直插基层。

——不断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探
头”越擦越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46家
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中央一级党和国
家机关129家单位。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

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完善派驻监督体制
机制，提升监督质量。

——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压缩权力
运行任性空间。

3年之内，党中央2次修订党纪处分
条例，为所有党组织和党员行为划出更
清晰的红线。2018年，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共印发中央党
内法规74部。

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
视监督“四个监督”协调衔接，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三不”一体推进，一个党统
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正在形成。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前
夕，中央政治局对2019年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部署，在充分肯定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
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同时，明确重申：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
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将‘严’字
长期坚持下去”。

这是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的铿锵
号令！

——“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
盯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问
题，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要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做
实做细监督职责，深化政治巡视，完善巡
视巡察战略格局，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
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

——“要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
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要时刻铭记打铁必须自身硬
的要求，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
设，努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

于伟大的自我革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初心不改、矢志不移、奋斗不
息、创新不止，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全面从
严治党新的更大战略性成果，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朱基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