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县 2018年度综合得分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海口 80.55 74.46 77.70 85.60 82.50
琼海 80.12 70.74 71.42 77.68 90.37
三亚 77.80 73.01 78.55 85.45 75.99
昌江 77.61 66.42 75.82 79.72 83.04
乐东 77.41 71.25 71.32 78.60 82.95
文昌 75.29 61.24 67.22 77.23 85.38
琼中 74.93 64.60 70.75 77.62 80.85
儋州 74.01 63.88 68.45 77.57 80.08
澄迈 71.35 63.77 67.69 76.38 74.46
屯昌 69.84 57.99 65.15 69.42 78.33
定安 68.78 57.02 64.02 69.66 76.61
万宁 68.17 58.18 59.98 69.83 76.44
五指山 67.52 54.67 60.03 68.42 77.25
临高 67.29 53.32 56.37 69.29 78.73
陵水 65.61 56.58 58.29 68.76 72.20
东方 64.80 51.84 58.31 68.72 72.56
白沙 64.72 54.03 56.19 69.14 72.12
保亭 63.29 51.22 54.89 68.53 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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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3HN003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海口市海甸岛五西路天海居商铺，详
见下表：

公告期：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4月9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0（杜女士）、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3月26日

项目名称

天海居第一层4号商铺
天海居第一层5号商铺及第

二层3-201房

组成

一层
一层、
二层

面积
（m2）
163.14

167.24

挂牌底价/第一年
租金（元）
197580

171336

保证金
(万元）
10

9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12日上午10时在本司拍卖厅对以下标
的物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观光路9号（原琼山区五公祠后
路）B栋9层901号房（建筑面积171.27m2）及其配套第097号车位。参
考价：120.351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4月11日17时止。
特别说明：1、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买卖双方产权过户的税费、土

地出让金及拖欠的物业管理费等全部费用由买受人承担；2、标的物未办
理土地证及房产证，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3、关于限购事项，
请意向购买人自行到有关部门咨询清楚，责任自担，对此拍卖公司不予
负责。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11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
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3号森堡大厦八楼。
电话：66531951 13876269988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廖琼美、邱关忠、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黄良泉、刘
俭元、符桂丽、蒲公德、海口天麓物流有限公司、海口乐友华贸
易有限公司、林琼云、金学雄、王中元、杨淮玉、海南宝来工贸有
限公司、陈泽良、方玉生、张龙英、海南万勃投资有限公司、陈创
生、张才平、谢楚盛、赵品凌、邱光雄、张飞、朱新武、谢海珍、海
南裕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麦永华、刁柱文、朱成伟、何宗贤、
周胜海、海南昌南工程有限公司、赖仁建、任辉珍、三亚贵宾旅
游运输有限公司、游剑峰、蒋启余、张长生、苏维汉、洋浦弘安物
流有限公司、符那俊、唐卫山、陈远涛、张文根、三亚驰诚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谢芝德、洪淑珍、刘荣华、屠纪乐、李精威、三亚胜
意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范西求、黄守运、吴春梅、詹道东、张平、
庄建潇、王雪、贺新、黄文裕、吴如顺、文桂贤、陈文昊：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三亚分局
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廖琼美、邱关忠、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黄良泉、刘俭元、符桂丽、蒲公德、海口天麓物流有限公
司、海口乐友华贸易有限公司、林琼云、金学雄、王中元、杨淮

玉、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陈泽良、方玉生、张龙英、海南万勃
投资有限公司、陈创生、张才平、谢楚盛、赵品凌、邱光雄、张飞、
朱新武、谢海珍、海南裕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麦永华、刁柱
文、朱成伟、何宗贤、周胜海、海南昌南工程有限公司、赖仁建、
任辉珍、三亚贵宾旅游运输有限公司、游剑峰、蒋启余、张长生、
苏维汉、洋浦弘安物流有限公司、符那俊、唐卫山、陈远涛、张文
根、三亚驰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谢芝德、洪淑珍、刘荣华、屠纪
乐、李精威、三亚胜意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范西求、黄守运、吴春
梅、詹道东、张平、庄建潇、王雪、贺新、黄文裕、吴如顺、文桂贤、
陈文昊行政处罚纠纷六十四个案件。因你们住址不详，无法以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琼0271行
审26－8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申请执行人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三亚分局向你们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准予执
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告根据《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WZSJS-2013-111地块符合净
地条件确认书》（五府函[2019]79号），说明上述宗地已完成地上附
着物清表，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无法律纠纷。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
不接受联合竞买。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
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可于2019
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4日17:00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取《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出让
文件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19年4月1日
上午8:30至2019年4月24日下午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
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必须按照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将保证金存入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指定账户（以入账为准）。竞买成交后，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作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的定金。未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
动结束后45日内退还，不计利息。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9年4月24日17:30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
4月15日9时。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4月26日15时。挂牌地点：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八、
其他事项。（一）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
3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
包括有关税、费，竞得人须按有关规定缴纳相关税、费。（五）鉴于宗
地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在项目建设前须做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地质灾害，该项目用地须按规定完善
有关环保审批手续，否则不得动工建设。（六）挂牌成交后，竞得人
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和《海南省五指山市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七）竞得人须在挂牌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并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
同》之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八）土地出让控制指
标：该地块投资强度为250万/亩、年度产值为200万/亩、年度税收
为8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起2年内，上述指标将纳入《海南省五指山市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竞得人须落实《准入协议》履约要求并按照约定的
指标开发建设，对违反《准入协议》约定的将追究违约责任。九、本
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咨询电
话：0898-86630997 66219067。联系人：陈先生 张女士。
联系地址：五指山市爱民路政府综合楼四楼。查询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 (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ggzy.
hi.gov.cn/http://www.hnlnmarket.com/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26日

地块编号
WZSJS-2013-111

土地位置
五指山市国税局北侧

用地面积（m2）
5404.6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容积率
≤3.85

建筑密度（%）
≤42%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48.5米

出让年限
40年

保证金
1844.03万元

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五自规告字〔2019〕1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经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编号为WZSJS-2013-111号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4月3日上午10:30分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六楼会议室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进行
第三次公开拍卖：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奔鹿淀粉厂电子设备及生产设备，参
考价：215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4月2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2日下午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公司网址：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6日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陈
卓斌）省文明委3月25日通报2018
年度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暨文明城市
创建测评结果。测评结果显示，海口
市综合得分为80.55分，居全省首位，
琼海、三亚位列第二、第三名；东方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综合得分列后三位。

2018年，省文明委委托第三方
专业测评机构，对 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洋浦经济开发区分数按比
例纳入儋州市）开展了 3次社会文
明大行动、1 次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测评。结果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
全省社会文明程度综合指数达到了
75.01 分，比第一季度提高了 14.43
分，提高幅度达 23.82%；2018 年海
南省文明城市创建平均分为 77.08
分，比 2017 年提高 6.43 分，提高幅

度为9.10%。
测评结果表明，全省社会文明大

行动实现了“一年取得明显成效”的工
作目标，文明城市创建在新一轮周期
有了良好开局，主要体现在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
造了奋发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氛
围；深化拓展“五大创建”活动，辐射
带动社会文明程度整体提升；大力
推进诚信制度化建设，社会诚信水
平明显提高；持续推进文明风尚行
动，不断加大社会综合治理力度，社
会文明和谐程度持续提高；全面协
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问
题得到有效治理。

从测评整体情况来看，2018年度
社会文明大行动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还有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部分地
方、单位领导不够重视，统筹推进力度

有待加强；社会公共秩序方面问题较
为突出，不文明现象需进一步整治；城
乡环境治理仍需补齐短板，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有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力度不强，文明教育行动开
展有待深化等。

省文明委要求，各市县各部门在
社会文明大行动和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中，要把准工作导向，强化动态管
理，加强日常指导，创新考核方式，
督促推动全国和省级文明城市巩固
创建成果、确保创建质量、提升创建
水平；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以创建工作为抓手，努力
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
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

全省社保工作会议透露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
已全部参加社会保险

本报金江3月25日电（记者李磊 通讯员
刘陶吉）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在澄迈召开的
全省社保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全省社保经
办机构织牢社保网，通过社保政策助推脱贫攻
坚，全省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已全部参
加社会保险。

据统计，2018年末，全省参加养老、医疗、工
伤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达到556.17万人、440.44
万人、152.90万人和152.62万人，比2017年末分
别增长5.57%、4.98%、8.13%和8.8%。

在通过社保政策助推脱贫攻坚方面，2018年
全省社保经办机构主动与扶贫、民政等部门联系，
协调市县政府财政为扶贫对象按照200元的缴费
档次全额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同时，为
年满60周岁未领取任何社保养老待遇的贫困人
员直接按月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2018年，
全省为三类贫困人员代缴保费40.58万人，发放
待遇12.21万人，实现了三类贫困人员参保率、代
缴率和待遇发放率达100%的目标，比国家明确
的2020年目标任务提前了两年，是全国推进最快
的省份之一。

全省社会文明大行动暨文明城市创建测评结果出炉

海口琼海三亚位列前三

◀上接A01版
“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给外资提

供了政府采购的平等机会。”才结束埃及
之行又马不停蹄赶来博鳌的王磊兴奋地
说。作为跨国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全球执
行副总裁，他对外商投资法格外关心。

这部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
过的法律，不仅明确内外资企业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全面确立对外资的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还针对外
国投资者普遍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
转让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护规定。

通过立法回应外资企业关切，国际
社会感受到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决心和诚意。

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让越来越多的
外资企业感到清新舒畅，一如此时博鳌
朗风习习。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确立以制
度为保障、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环境，将
推动我国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实现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

一年来，金融领域诞生了诸多“第一
个”：第一个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第一
个外资控股证券公司、第一个外资控股
保险公司……

一年来，汽车制造等产业进一步向
外资敞开大门，宝马、特斯拉、大众等纷
纷拥抱中国市场。在全球跨境投资大幅
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热
点，去年更是创下引资规模历史新高。

一年来，我国出台了新版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外资限制性措施缩减了
近1/4。出台外商投资法，加大对外商投
资的促进和保护力度。

一年来，中国新设海南自贸区，升级
扩容上海、广东等自贸区，并提出探索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目前，中国已
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
协定。

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又现疲态、贸易保
护主义频频抬头，中国依然在开放的大道
上驰而不息。中国用100多项重要改革
举措，践行着对世界的诺言，向世界展示
了全面加速对外开放的全新姿态，也推动
自身经济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
新设外资企业增长近70%；货物贸易总
额超30万亿元，服务贸易增长11.5%；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升至
76.2%……

对外开放阔步前行，中国市场也随
之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进一步向外资
敞开大门，由此带来的‘鲶鱼效应’将促
进国内企业在与外资企业同台竞争中加
速转型升级。”在可以预见的激烈竞争面
前，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寅显得干劲十足。

“我们正加速进入一个以开放促改
革、促转型、促增长，以更高质量开放来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中国声音在世界回响
开放共赢成全球共识

在日趋复杂的全球变革中，到底哪些
会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机遇，究竟怎样做
才能克服前所未有的挑战，众说纷纭。

只有在历史规律中方能看清大势。
去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从

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等方面对
世界大势作出了清晰的判断：

“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
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
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一年后，这些精准“把脉”得以印证，
中国的对外开放为自身经济发展注入了
强劲的动力，更将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中国经济总
量位居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连续多年超过30%。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的评价，中国扩大开放“为当今世界增加
了确定性和希望”。

“会飞”的斯洛伐克汽车、捏得起绣
花针的德国仿生机械手，香气四溢的埃塞
俄比亚咖啡，口感醇厚的阿塞拜疆蒸馏酒
……去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来自全球170多个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的3600多家企业，纷纷亮出

“宝贝”产品，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短
短6天，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578.3
亿美元，开放合作迸发出澎湃动力。

首届进博会的共襄盛举，掷地有声
地回答了时代之问。面向未来，中国正
着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APEC会议、二十国集团（G20）峰

会……回望已经过去的这一年，从主场外
交到国际会议，“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声音在世界回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越是对
外开放，越能合作共赢。”新加坡隆道研
究院总裁许振义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
经济红利不仅使中国民众受益，也带动
了世界经济。

2018年6月，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
地小岗村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
——他们是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
院的学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感受中国
改革发展的历程，寻找中国实现发展的

“钥匙”。
“中国在改革开放、减贫和经济发展

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我想将
这里学习到的成功经验，结合塞内加尔
的国情，找到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来
自塞内加尔的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
说。他表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
的，既有互惠合作，也有经验分享，让广
大发展中国家大为受益。

开放共赢理念正在逐步成为全球共
识。一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了希
望同中国加强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意愿：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成员国
领导人签署、见证了23份合作文件，达
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展现出扩大务实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决心。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非洲领
导人表示愿做中国可信赖的朋友和伙
伴，向世界传递了中非携手并进的强烈
信号。

2018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
年之际，又有67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
作文件。目前，已有超过150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

……
“世界因共同而美好”，今年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的宣传片反复播放着这句话。
在共同的挑战面前，世界应该有共同的目
标。越来越多国家和中国一道，选择开放
共赢，共同行动以谋求共同发展。

面对新挑战勇毅笃行
各方期待互利共赢的“博鳌声音”

虽已走过万水千山，仍需不断跋山
涉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全球面临的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依然很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相通则共进，相
闭则各退。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抬
头之际，全球贸易投资发展需要更高的透
明度和更平等的机会，以增强投资者信
心。”挪威中国商会董事会主席拉尔斯·贝
格·安德森认为，近期中国推出的外商投
资法已经明确地传递出这一信号。

当前，全球都面临经济复苏、数据
革命、科技引领等共性问题。本届博鳌
论坛年会主题为“共同命运、共同行动、
共同发展”，各界期待与会精英聚焦共
性问题，提出“博鳌方案”，缓解难题、共
克时艰。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
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

势，多边主义、对话合作是大多数国家的
愿望，开放、创新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化持
续前行的不二选择。

“身处一家科技企业，我认为无论是
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还是亚洲乃至
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数字科技将是一
个最重要的手段和路径。”又一次来到博
鳌寻求思想碰撞的京东数字科技集团
CEO陈生强，带来了自己的思考。他认
为，用数字科技去服务实体经济，不应该
仅限于服务业，还要把制造业、农业纳入
进来，让一二三产业都能够实现从信息
化向数字化迭代。

今年，“科技创新”正是年会的关键
词之一，陈生强所提出的观点可以在年
会众多议题中得到充分探讨。在与会嘉
宾的观点交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分
享经济、海洋经济、5G与物联网等领域
如何驱动经济增长，或将日渐明晰。

与此同时，另一个关键词“开放”，也
将被频繁提及。李保东介绍，在开放型
世界经济板块，世界经济展望、服务业开
放、WTO改革、跨境电商、自贸区与自由
港等议题紧扣时下热点，并会发出有价
值的“博鳌声音”。

从名不见经传的渔业小镇，到如今
国际范儿十足的永久会址，博鳌的巨变
正是“开放”和“创新”的缩影。走过18
载风云激荡，这两个关键词已经深深烙
印在博鳌的每一步变迁中。

面向未来，开放、创新既是中国进一
步深化改革的重点，也是亚洲与世界应
对结构性改革挑战的关键。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在新起点上，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奏响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强音，为全球共赢发展贡献更
大的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5日电）

沿着开放大道勇毅笃行 共同行动造福世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