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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农垦报社将招聘工作人员，具体岗位和
要求如下：

一、招聘基本条件
1、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热爱新闻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敬业精神；2、年龄不超过30周岁，具有从事新闻工作必须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3、性格开朗大方，能吃苦，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自我
约束自我管理能力较强，解决问题及沟通协调的能力良好，具备团
队合作精神。

二、招聘人员数量和具体条件
（一）摄影、摄像、视频剪辑2名
1、本科以上学历；2、非编是基本，后期要强大，精通PS，Adobe

AE，Adobe Premiere，Edius，Maya等主流视频编辑及3D制作
软件，负责视频直播的实施；3、具备较强的美术功底，对构图、色彩、
音乐、摄像等有较强的把控力，熟悉视频特效制作，能根据主编要求
做出相应的效果，有三维特效制作经验者优先；4、有大型商业活动、
MTV、商业广告、纪录片拍摄经验者优先。

（二）新媒体记者编辑3名
1、本科以上学历，对新闻热点有敏锐、独到的视角，对新媒体有

兴趣、有热情；2、拥有运营微信、网站编辑、微博等相关工作经验，能

熟练使用做图软件、微信排版软件及H5制作软件；3、具有较高的
采编和写作能力，熟悉新媒体稿件写作风格，文字功底扎实，具备独
立完成稿件采编、专题报道和活动策划能力；4、熟悉互联网、移动互
联网的推广路径，具有活动现场工作经验（含大学校园活动），有控
制活动现场设备能力者及客户资源者优先。

以上岗位应聘者，须能吃苦耐劳，适应高强度工作，有良好团
队意识及较强的主动性、创造性、执行力，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优先。

三、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请于2019年3月20日前将个人简历和相关新闻作品

发送至海南农垦报社邮箱：543193628@qq.com，标题注明“应
聘+职位”，符合条件者由本报电话通知笔试、面试。联系人：宋女
士，秦先生。联系电话：0898- 68951994、0898-31665379

四、聘用及待遇
应聘人员经录用后，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合格后，本报与其

签订聘用合同。聘用期间，将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规定和本报
聘用合同工的相关待遇执行。

海南农垦报社
2019年2月27日

海南农垦报社招聘公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3

月1日0:00－6:00对CDMA短信网络系统进行

优化。届时，全省CDMA手机短信业务使用将受

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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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滨江新城控制性
详细规划》1303、130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落实琼山区“一校两园”项目建设，解决上学难问题，经报海口
市政府同意，我委拟按控规调整简易程序对滨江新城片区1303、1304
地块规划指标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9年2月27日至3月
1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详细规划处，邮
编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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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谢玉科，咨询电话：68724373。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2月27日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公告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2015年12月10日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公告的《关于下洋瓦灶片区建设项目房屋

征收的决定》，美兰区瓦灶村南侧白龙公寓4栋202房（征收现场编

号为BA4-202）位于该项目的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蔡海燕在房

屋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能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协议，美

兰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作出《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海美府﹝2019﹞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

二、被征收人应在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与区房屋

征收部门协商选择补偿方式，办理房屋补偿安置和移交手续，并

自行搬迁，将房屋腾空交付区房屋征收部门拆除。

因房屋所有权人蔡海燕无法联系导致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

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请被征收人蔡海燕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十日内到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

部办公室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如对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书有异议，被征收人可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

法向海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

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本机关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2019年2月27日

多媒体会议室设计采购公告
我公司拟对多媒体会议室进行升级改造，现

向社会征求设计方案，有意参与者请到我公司领

取相关文件。

领取时间：即日起至2月28日17:30止

领取地点：海口市蓝天路16号高速公路大楼7楼

联系电话：0898-66761245，张女士

0898-66795416，黄先生

一、比选文件的发售：本项目比选文件采用线上方式发售。
比选文件发售时间：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5日，每天上
午 8:30至11:30 ，下午13:00-16: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具体流程详见比选公告）。二、比选文件售价：300元人民币，售
后不退。三、发布比选公告和中选公告的媒介：中国通用招标
网（http://www.china-tender.com.cn/）、海南日报。四、联
系方式：招商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叔
晓；电话：0898-68556532。招商代理机构：中仪国际招标有
限公司；联系人：段炼、张义；电话：010-63348571；电子邮件：
duanlian@itc.genertec.com.cn。五、完整公告内容详见中国
通用招标网（http://www.china-tender.com.cn/）。

上市公司并购财务咨询机构比选项目
公开比选邀请

项目编号:0703-1940CIC1L04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 2019)琼01执90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威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
口泰誉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
(2019) 海仲字第42号裁决书，裁定海口泰誉商贸有限公司应将
其持有的海南威特电力设计有限公司84. 8024%股权返还给海南
威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将
前述股权变更登记至海南威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因被执
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变更登记上述股
权，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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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190328）

受委托，定于2019年3月28日上午10：00在
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乐东黎族自治县
佛罗粮食收储所700m2住宅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参考价：177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177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日起至3月26日止；收取竞
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3月27日16:00前到账
为准；办理竞买手续时间：3月27日16：00时前。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3号经贸大厦九层写字楼。
电话：（0898）65308910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37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372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3月13日10时至2019年5月13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变
卖海口市河口路440号海航马坡小区D2幢902房。起拍价:85
万元，竞买保证金：85万元。增价幅度:10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9年4月15日起至2019年4月19日16时
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变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13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变卖；(2)过户的税、费按照法律
规定各自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当地限购政策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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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北昌石场等2家已注销矿山企业
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通告

海土资矿字〔2019〕29号

经核实，我市北昌石场、海南龙门实业有限公司2家已注销矿

山企业（或个人）在关闭前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违

反了《海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和《矿山土地复垦与

环境保护恢复协议书》的约定，我局现予以通告，请上述2家企业

自觉履行相关义务。通告三十日后，如仍未履行，我局将委托第三

方进行恢复治理，恢复治理所需资金从矿山企业缴存的保证金中

支取，不足部分依法进行追缴，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

时，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向人民检察院移送。上述2家矿山企

业如有异议，可在通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或者海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90日后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2月26日

公车处置网络竞价公告 QY201902HN0022

受委托，海南产权交易所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对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等公司的车辆进行公开处置，现就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本次公车处置有别克、奥迪、大众、日产等共58辆（详见
网站车辆明细表），起始价0.2万元到8万元不等。竞买保证金每辆
车1万元。参加竞买小客车且在海南省内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
的，需取得“小客车指标”，报名和竞价均通过网上进行，竞买人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进入“海南省公车车改车辆网
络竞价专题——海南省建行公车处置网络竞价”页面，查看车辆详
细信息。公告期限：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12日。网络竞
价开始时间2019年3月13 日9时起。如在海南省内办理转移登
记手续，竞买人须按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申请取
得指标。业务咨询电话：66558003、66558038，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江苏开山岛、海南潭门、西藏玉
麦、新疆桑德克，祖国地图上东、南、
西、北4个地点。如果将这4个点相
连，就像“一玉口中国”的“口”字。

这些地方远离“祖国的心脏”，然
而戍守在那里的人——一群不穿军装
的“士兵”，却始终心向北京。

当开山岛民兵王继才的妻子王仕
花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指示，当潭门海
上民兵连民兵聆听习主席的殷切叮
咛，当玉麦的卓嘎、央宗姐妹捧读习主
席的回信，当桑德克哨所民兵马军武
获得习主席的当面赞许，他们说，“中
南海”很近，习主席很亲。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始终高度重
视边海防建设，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
全局的高度，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
重大决策，多次强调要坚持军民合力
共建边海防，多次亲临边海防一线视
察，关怀勉励广大戍边民兵，领导推动

军民合力共筑钢铁屏障。
南海之滨，万泉河畔。琼海市潭

门镇码头，大小渔船鳞次栉比，船桅的
五星红旗迎风舒展。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61岁的渔民
王书茂，他还有一个引以为豪的身份：
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

这是一个为捍卫南海主权作出过
突出贡献的集体，1985年组建以来
20多次受到上级表彰，被誉为“爱国
主义的集体”“开发建设南沙的先锋”。

“习主席那年考察潭门，专门看望
了我们民兵连。”聊起5年多前的情
景，王书茂的记忆清晰如昨——

2013年4月8日下午，习主席来
到潭门，亲切接见了民兵连代表，参观
连队展厅，详细了解潭门渔民的耕海
历史和爱国情怀。

“我很受感动，你们都是好样的。”
习主席充分肯定民兵连的成绩，勉励
大家努力学习现代装备知识，提高作

业能力，在带领渔民耕海致富的同时，
积极做好收集远洋信息、支援岛礁建
设等工作。

“那天很热，习主席站在太阳下，
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讲了近20分钟，身
上的衣服都汗湿了……”王书茂说，这
一幕让大家非常感动。

更让王书茂激动不已的是，5年
多来，习主席一直惦记着连队。

2018年4月13日，习主席会见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代表。

见到王书茂，习主席拉着他的手，
关切地询问连队建设和民兵生活情
况，并叮嘱他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
把生活过得更好。

“请习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祖
宗海’守护好，这是我们的责任！”王书
茂响亮作答。

“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国防是全民
的国防’。边境的安宁，需要军队捍
卫，更依赖全民守护，我们都肩负着神
圣使命。”琼海市人武部领导告诉记
者，这几年，他们一直牢记习主席嘱

托，民兵连全面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如今连队已全部更换了大吨位钢质渔
船，海上作业能力不断提高。

应急应战，主责主业。这些年，越
来越多像潭门海上民兵连一样的英雄
群体不断涌现。南海深处，民兵操舟
驾船，在开展渔业生产的同时积极维
护主权，忠诚捍卫“祖宗海”；东南沿
海，民兵常态备勤，构建起应急支援体
系；西南边陲，民兵常年驻守，快速反
应和应急处突能力稳步提高……

说起这几年边防的变化，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桑德克民兵哨所护边员马
军武也深有感触。

马军武回忆，2014年4月29日，
习主席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冒雨检阅了民兵队伍，同兵团干部
职工座谈交流。马军武最后一个发
言，讲起了他在边境屯垦戍边、建设夫
妻哨所的故事。

习主席听后由衷感叹：“真了不
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马军武郑重敬礼并坚定地说：
“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

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
当卫士！”习主席带头鼓掌，全场响
起了热烈掌声。

“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2014年6月，习主
席在接见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
代表时，为边海防建设指明了方向。

几年来，我国边海防基础设施建
设成体系成规模推进，建成边海防执
勤道路数万公里，监控系统数千台
（套），执勤码头、直升机停机坪、瞭望
塔数百座，铺设信息化传输线路近万
公里，管边控边条件不断改善，边海防
的铜墙铁壁更加牢不可破……

一山一水，都是家园；一草一木，
皆为中国。今天，在祖国4万多公里
陆地边界和海岸线上，广大戍边民兵
始终牢记习主席“有国才能有家”的嘱
托，万水千山心怀祖国，天涯海角同升
国旗，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为边
疆安宁稳定作出突出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新
华社记者陈怀祥 解放军报记者邵
薇 尹航）

守好祖国疆域一草一木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今年的
全国两会，格外引人注目。

直面风险挑战，坚定沉着前行，
稳中求进的中国，正以自身改革发展
的优异表现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
定性。

不惧风雨
中国发展答卷令世界瞩目

站在时间的轴线上观察，当今中
国，发展面临诸多两难和多难问题。

透视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和各种周期性、结构性、体
制性因素交织叠加；环顾全球，世界
经济复苏势头分化，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有增
无减。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2018年，中国交出的发展答卷令世界
瞩目——

经济总量首超90万亿元，经济增
速达到6.6%，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接近30%；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人均
GDP增速，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76.2%，服务业占GDP
比重达52.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1.7%，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势头明显；市场主体超过1亿户，日均
新登记企业1.84万户，新产业、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成长，重大科
技成果不断涌现……

迎难而上
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当今年1月份中国人民币贷款增
量创单月历史新高时，出现个别质疑
之声。但英国《金融时报》讲述了不一
样的故事。

“我们对中小型企业调查发现，企
业经营者申请贷款更容易了。”文章把

目光聚焦中国信贷领域，指出更多贷
款流向私营企业，且贷款申请批复速
度加快。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印证了这一
结论：在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投
向企业的贷款占比明显增加，表明信
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逐渐增强。

既要防风险、不能“大水漫灌”，又
要稳投资、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面对两难乃至多难的考验，中央不断
推出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新年伊始，各地纷纷加快重大
投资项目建设；1.39万亿元2019年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额度已提前下达
各地。

聚焦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社会民
生、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促
进有效投资，加快补上重大技术装备
短板……企稳回升的投资增速为短期
经济回稳、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

支撑。
“中国经济呈现出比刚刚过去的

一年更好的前景。这是中国提振经济
应变能力的生动体现。”西班牙《国家
报》如此评价。

来之不易的发展答卷，源于坚定
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源于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发展的目
标聚焦于人民，中国改革发展的答卷
绘出暖心亮色。

砥砺奋进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全国两会前夕，一支由沙特阿拉
伯官员和企业家组成的高规格代表团
来到中国，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企业
和金融机构展开深入探讨。

“寻求与中国双向投资、贸易、人
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沙特阿拉伯

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哈立德·
法利赫说，沙特“2030愿景”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有广阔的
合作空间。

美国全球发展中心网站近日发文
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将为
全球贸易增加1170亿美元。

沈阳华晨宝马、上海特斯拉汽车、
湛江巴斯夫石化、惠州埃克森美孚、西
安三星闪存芯片……受益于中国大幅
放宽外商投资限制，去年四季度以来，
一大批外资项目落地。

“今年一季度抓紧推进第二批重
大外资项目落地，单个项目投资额都
将达到几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世界经
济的海洋中搏击风浪，与全球市场更
好互利共赢，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坚定选择。

2019年，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
有不到两年时间。面对千年梦想的召
唤，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汇聚更加
磅礴的改革发展力量，书写更为优异
的经济社会发展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
者安蓓 谭谟晓 刘红霞）

攻坚克难 稳中求进
——全国两会前夕看改革发展新答卷

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挂牌成立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梅世雄）国家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26日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

退役军人事务部负责人介绍，组建国家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对于加强退
役军人工作力量，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要承担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扶持、优抚帮扶、走访慰问、信访接待、
权益保障等事务性工作，是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悉，省、市、县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乡镇
（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将全面建立。

符竹庭：军政兼优的抗日英雄
据新华社南昌2月26日电（记者袁慧晶）符

竹庭，1912年生，江西省广昌县头陂镇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
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等
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
北后，他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团主任。1936
年6月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符竹庭任八路军第
115师343旅686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著名的
平型关战斗。为了打好这一仗，他在全团大会上
做了令人鼓舞的战斗动员：“国家兴亡，人人有
责。人民的子弟兵，要有中国人的骨气。要消灭
日本法西斯，打出八路军的威风，为中华民族雪
耻，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

1938年10月，符竹庭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
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的斗争。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部队分散开展活
动。他率政治部和部分武装活动在阳信、惠民、
商河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
战争。期间领导创办了《挺进报》《挺进月刊》，
指导边区党委创办了《烽火报》。

1939年底后，符竹庭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
任兼第115师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教导2旅政治
委员。1941年率部进入滨海地区，3月下旬参与
指挥青口战斗，歼灭日伪军千余人，拔除敌据点
十余处，解放沿海大片地区。同时他组织根据地
军民开展生产运动，为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发
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为配合苏鲁边区反“扫荡”，符
竹庭同旅长曾国华指挥教导2旅及地方武装采取

“翻边战术”，袭击敌伪据点郯城，在我军猛烈打击
下，日伪军千余人缴械投降，日军指挥官多田幸雄
被生俘。同年3月，他任中共滨海区委书记兼滨
海军区政治委员，参加指挥赣榆战斗，生俘伪旅长
以下官兵2000余人。11月26日，符竹庭在反击
日军袭击马旦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