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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
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分在海
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
时股东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
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
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
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
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

了股东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
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是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
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
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公 告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1
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关于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
题》。

文章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
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
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
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
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
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
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
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
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
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
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
的选择。

文章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

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
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
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
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
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
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
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
历史时期。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
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
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
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
的观点。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点，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
不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文章强调，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

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
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衡量一名共
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
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
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
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
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
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
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
不入的。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本报北京3月31日电（记者刘
操）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富林同志
遗体送别仪式，3月31日在北京八宝
山殡仪馆举行。各界人士200余人
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李富林同志作最
后的告别。

李富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3月23日17时58分在北京
逝世，享年59岁。

习近平总书记对李富林同志的
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
问。

李克强、陈希、贺国强、肖捷、赵
克志等领导以不同形式对李富林同
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
问，并敬献花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
有关部委敬献花圈。

李富林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省领

导多次前往或委托他人前往医院看
望，并要求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给予治
疗和抢救。李富林同志逝世后，刘赐
贵、沈晓明、毛万春、张琦、彭金辉等
省领导对李富林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对其家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王
小洪、罗保铭、于迅、张韵声等领导，
田成平、陈玉益、王广宪等省级老干
部敬献了花圈。海南省委、省人大常

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
位，以及李富林同志生前学习、工作
过的地方和单位领导、亲属和生前好
友等也敬献了花圈。

上午 9 时，送别仪式开始，殡
仪馆告别厅内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李富林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
花翠柏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
党旗。

沈晓明、毛万春、彭金辉等省领
导，缓步来到李富林同志遗体前肃立
默哀，依次向李富林同志遗体三鞠
躬，作最后送别，并与其亲属一一握
手，表示慰问。

前往送别的还有省直单位有关
负责同志，李富林同志生前学习工作
过的地方和单位负责同志及亲属、生
前好友等。

各界沉痛送别李富林同志
习近平李克强陈希贺国强肖捷赵克志等以不同形式表示悼念

刘赐贵敬献花圈 沈晓明毛万春前往送别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邵
长春 特约记者单云鹏）当地时间3
月27日，航空业内权威评估机构、
全球航空公司与机场服务调研机构
SKYTRAX于英国伦敦宣布，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通过严格复审，蝉联
SKYTRAX五星机场，并揽获2019
年 SKYTRAX中国最佳区域机场
奖，成为全球航空服务领先的最佳
机场之一。

据悉，美兰机场是中国（除港澳
台地区外）首家SKYTRAX五星机
场，此次再度斩获有世界航空服务界

“奥斯卡”奖之称的SKYTRAX五星
机场，不仅标志着海航机场集团在落
实“聚焦航空主业，健康发展”战略目
标上迈出坚实的脚步，也将为建设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提高服务贸易发
展水平提供更多创新经验。

民航强国是交通强国的重要组
成部分，过去一年里，美兰机场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担当作为，积极对
标全球一流机场，建设“平安机场、
绿色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标
杆体系，打造全球卓越机场典范。

安全是民航生产运行的生命

线，通航20年来，美兰机场始终以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为
工作方针，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
平。去年10月，美兰机场APEX卓
越机场安保评估项目结束，这是美兰
机场借助“外脑”，在对标国际促进安
保品质提升道路上跨出的坚实一步。

美兰机场还率先在行业内深入
开展航班正常管理工作，着力提高
航班正常率。据统计，美兰机场
2018年连续10个月航班放行正常
率达到80%以上，年度航班放行正
常率达83.04%，进步显著。

自投入运营以来，美兰机场还
努力构建“节约、环保、科技、人性
化”的绿色机场，目前美兰机场绿化
覆盖率已达可绿化面积的99.6%以
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5万
多吨，节省水资源40万吨以上，并
引入自然采光、通风技术。

服务质量是民航高质量发展的
集中体现，美兰机场针对消费者服
务设立了一套多达958项的“精细”
服务标准，从服务形象、服务礼仪规
范等方面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
工服务水平，积极构建人文机场。

美兰机场蝉联SKYTRAX五星机场
打造全球卓越机场典范，为海南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提供创新经验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31日致电阿拉伯国家
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轮值主席突尼
斯总统埃塞卜西，祝贺第30届阿拉
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突尼
斯市召开。

习近平指出，阿拉伯国家联盟
致力于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

展，积极倡导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为
阿拉伯世界实现联合自强作出不懈
努力，我对此表示赞赏。

习近平强调，中阿传统友谊深
厚。去年7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
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
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

伙伴关系。这是中阿友好合作新
的历史起点。中方愿同阿方携手
努力，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
作，密切人文交流，落实中阿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共同开
创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
未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贡献。

习近平向第30届阿拉伯国家
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致贺电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记者
孙慧 实习生莫凡璐）头大而圆，心
形白脸上点缀着两只栗褐色的眼
睛，乍看有点像猴子脸——这种“白
脸猴面鹰”近年来多次在我省南部
地区被发现及救助。海南日报记者
3月31日从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获
悉，经海南岛野生鸟类救助信息系

统统计记录，以及鸟类专家鉴定确
认，此类鸟类为国家Ⅱ级重点野生
保护动物——仓鸮，属于海南岛鸟
类新纪录。

专家表示，目前被救助的仓鸮
多为在人居环境周围被发现，它们
在城市里生存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
干扰或伤害，大家要保护好仓鸮等

猫头鹰类的益鸟。
根据海南岛野生鸟类救助信息

系统分析，从 2016 年至 2018 年，
三亚市及乐东黎族自治县有关仓
鸮的救助记录超过10次，仓鸮多
是在人居环境周围的地面停息时
被人发现。从被记录的数量和时间
上判断， 下转A02版▶

我省再添鸟类新纪录
国家Ⅱ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仓鸮多次在南部地区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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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记者罗霞 通讯员陆建
安）3月31日，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年会发布2018
年海南酒店与餐饮行业发展报告。2018年海南酒店
与餐饮业实现良好发展，其中餐饮业连续五年实现两
位数增长。

据统计，2018年，全省酒店业（住宿业）和餐饮业
营业额合计623.38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吸纳就业
人员43.05万人，在解决就业、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全省酒
店业（住宿业）营业额271.99亿元，比上年增长8.58%；
全省餐饮收入351.39亿元，比上年增长14.31%。

我省积极推进绿色饭店创建工作，截至2018年，
全省共有绿色饭店（绿色餐饮）143家，其中5叶级绿
色饭店80家，4叶级绿色饭店40家；5叶级绿色餐饮
企业8家，4叶级绿色餐饮企业13家，3叶级绿色餐饮
企业2家。

自2012年起，海南餐饮业营业额占同期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逐步增长，2018 年的占比达到
20.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3%。2018年，大众化消
费是餐饮市场的主体，短视频营销成为年度餐饮营销
热点，餐饮业成为地方政府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
抓手。

全省餐饮业营业额
连续五年两位数增长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记者孙慧 实习生莫凡
璐）海南日报记者3月31日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我
省将从4月1日起启动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管控，全面排查整治企
业安全风险隐患，提高事故防范能力，为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稳定良好的安全环境。

此次整治范围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
运输、使用和废弃处置单位，重点整治存在重大事故隐
患、隐患排查不深入、整改不彻底、工艺技术落后、管理
水平低下的企业。

此次整治有八项重点任务，包括深入排查管控安
全风险、开展园区区域风险评估、加强从业人员能力建
设、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特殊作业和承包商管
理、开展天然气等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整治、强化危险
化学品运输环节整治、加强应急救援保障能力建设等。

整治行动将持续3个月。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
将设立举报奖励制度，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执法，开展明
察暗访。对责任单位或有关责任人落实不到位情况，
将约谈责任人并一律公开曝光，接受社会监督。对隐
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企业，纳入安全生产“黑名
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我省启动危险化学品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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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报
记者日前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19
个海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省级实
训基地名单近日公布，基地将积极配
合培训机构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实训
工作，不断提高参训学员的生产经营
能力。

19个单位分别是：三亚市南繁科
学技术研究院、新疆农业科学院海南
三亚农作物育种试验中心、海南玫瑰
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三亚南鹿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三亚柏盈热带兰花产
业有限公司、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海南亿方休闲农业有限公
司、儋州大皇岭农业开发中心、儋州金
橡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海南开
泰东山羊产业有限公司、海南农垦宝
牧养猪有限公司、澄迈洪安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海南蓝祥联农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乐东万钟农业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海南润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海南
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琼中农民竹
狸养殖产销协会。

据了解，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
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
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具
有明显的职业特性。

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省级实训基地名单公布
19家单位入选

我省首例涉黑
“套路贷”案一审宣判
首要分子被判处22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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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出版

爱国华侨韩槐准捐赠故宫博物院
百件外销瓷海南首展

南洋藏珍 家国情重

B02 |“海南身世造就我音乐文学之气” B03 | 重塑瓷器之美 B07 | 手工椰棕绳：即将消失的手艺

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hainanzhoukan
微博http://t.sina.com.cn/hainanzhouk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