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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项目名称

海口市滨海大道47号城建大厦第一、第二层房产

海口市华海路74号6号铺面

海口市和平北路28-1号铺面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1号铺面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2号铺面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3号铺面

组成

一层
二层
一层
二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一层

面积（m2）

647.75
941.08
56.81
77.58
37.49
32.55
32.55
38.01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855290

81226

18178

60838

35521

保证金（元）

40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最小加价幅度(元)

2000

500

500

500

500

限时竞价时间

2019年4月30日上午9：30

2019年4月30日上午9：45

2019年4月30日上午10：00

2019年4月30日上午10：15

2019年4月30日上午10：3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1904HN0052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
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组成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
站公告。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租
赁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2019年4 月17 日至2019年4 月29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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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孙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4月 17 日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整体招租：
资产产权出让公告

本司现有三台废旧中压开关柜资产存放在

海甸六路污水处理厂内，准备按现状出让其产

权，有意受让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与本司联系，联系人：许先生，联系电话：

0898-66290956。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牛岭隧道维修施工
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牛岭隧道维修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
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
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9年4月19日至2019年7月25日(五一
节假日期间暂停施工)

二、管制路段及方式：管制期间,对G98环岛高速牛岭隧道
采取交替封闭单幅单车道施工的交通管制，未封闭的单幅另一
条车道及另一幅车道正常通行，具体如下: (一) 2019年4月19
日至2019年6月15日，对G98环岛高速K169+205至K169+
530牛岭隧道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进行管制。 (二) 2019年6
月 16日至 2019年 7月 25日，对G98环岛高速K169+205至
K169+530牛岭隧道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请途经管制路段的
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
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4月15日

中科海南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石化功
能区PTA项目北侧、神头港区化学危险品港池B区实施60万吨/
年丙烷脱氢及深加工项目，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浙江仁
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目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经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影响评价有关事宜进行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1）项目名称：中科海南新材料
有限公司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深加工项目。2）工程内容：
本项目新征用地5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套60万
吨/年丙烷脱氢装置，一套4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及其配套油
品储运、公用工程及辅助系统。3）建设地点：海南省洋浦经
济开发区洋浦石化功能区PTA项目北侧、神头港区化学危险
品港池B区。4）总投资：约 489140 万元。（二）、建设单位名
称和联系方式：1）建设单位名称：中科海南新材料有限公

司。2）联系人、联系方式及电子邮箱：许先生：15968038693
454142512@qq.com。（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联系
方式：1）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
任 公 司 。 2）联 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胡 自 伟 13805819009
8175972@qq.com。（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在报告书
征求意见期间可前往及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大厦1611室查
阅纸质报告书及咨询相关内容。（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向建设单位或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4月17日~2019年
5月5日。

中科海南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中科海南新材料有限公司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关于海风小镇综合市场升级改造
项目设计单位竞争性比选的公告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先行试验区开发主
体，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等任务。根据公司业务发
展，现拟通过比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海风小镇综合市场升
级改造项目设计单位。

凡自愿参加海风小镇综合市场升级改造项目设计单位竞争
性比选的单位请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登陆邮箱：
1830315083@qq.com（密码：zjhyb13972684）自行下载海风小
镇综合市场升级改造项目设计单位竞争性比选邀请函及图纸，
按邀请函要求制作海风小镇综合市场升级改造项目设计单位竞
争性比选参选文件并准时出席比选会。

备注：拟报名单位如有《琼资管办〔2016〕3号》文件规定的
不良行为记录或其他行政处罚，并处在处罚期内，不接受报名。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306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大润投资有限公司、海口市美兰区经济贸易总公司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063313号土地位于板桥路西侧，属于《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306等地块范围。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
程序启动了A0306地块规划修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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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2019
年4月17日至5月2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http://
ghw.haik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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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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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7日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
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若干意见》指出，仲裁是我国法
律规定的纠纷解决制度，也是国际通
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充分发挥仲裁在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便捷、高效解
决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对完善多元化

解纠纷机制，公正及时解决矛盾，妥善
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
放，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
公信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仲裁发展道路。

《若干意见》明确，要从规范仲裁
机构设立和换届有关工作、保障仲裁

机构依法独立工作、落实当事人意思
自治原则、纠正扰乱仲裁发展秩序的
行为等方面严格贯彻落实仲裁法律
制度。要明确仲裁委员会的公益性、
非营利性质，加强委员会建设，改革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改进
仲裁员选聘和管理，推进仲裁秘书职
业化和专业化建设。要加快推进仲
裁制度改革创新，支持仲裁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积极发展互联网仲裁，推
进行业协作和仲裁区域化发展。要

服务国家全面开放和发展战略，提升
仲裁委员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对外
交流合作，深化与港澳台仲裁机构合
作。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大政府对仲
裁工作的支持与监督力度，健全行业
自律，完善司法支持监督机制，发挥
社会监督作用。

《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结合各自实际，研究提出具体落实
措施，认真谋划、周密安排、分工负
责、加快推进，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新局面。各
地区各部门对贯彻落实中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对制约
和阻碍本意见实施的有关制度抓紧
组织清理，不符合本意见的要及时修
改、废止。对违反仲裁法等有关规定
的行为，按照谁组建、谁负责、谁监督
的原则，由组建仲裁委员会的市政府
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贯彻落实情况
和工作中遇到的重要事项要及时报
司法部。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发展道路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养老服务。按照2019年政府工
作报告对养老服务工作的部署，为打
通“堵点”，消除“痛点”，破除发展障
碍，健全市场机制，持续完善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确保到2022年
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
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

老服务需求，老年人及其子女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意见》提出
了六个方面共28条具体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主要包括
建立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继续深
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通过提高审批
效能解决好养老机构消防审验问题，
减轻养老服务税费负担，提升政府投
入精准化水平，支持养老机构规模化、
连锁化发展，做好养老服务领域信息
公开和政策指引等7项措施。

二是拓展养老服务投融资渠道。

主要包括推动解决养老服务机构融资
问题，扩大养老服务产业相关企业债
券发行规模，全面落实外资举办养老
服务机构国民待遇等3项措施。

三是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主
要包括建立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和教育培训制度，大力推进
养老服务业吸纳就业，建立养老服务
褒扬机制等3项措施。

四是扩大养老服务消费。主要包
括建立健全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发展
养老普惠金融，促进老年人消费增长，

加强老年人消费权益保护和养老服务
领域非法集资整治工作等4项措施。

五是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主
要包括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推动居
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持续开展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互
联网+养老”行动，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
体系，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等6项措施。

六是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主要包括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
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民办
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工程，实施老年

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落实养老服务
设施分区分级规划建设要求，完善养老
服务设施供地政策等5项措施。

《意见》提出，国务院建立由民政
部牵头的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工作责
任落实，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
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养老服务工作机
制。将养老服务政策落实情况纳入政
府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各地要充实、
加强基层养老工作力量，强化区域养
老服务资源统筹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确保到2022年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比面粉还细的煤粉进入生产线，
20多个小时后，就能产出像矿泉水般
清澈的柴油、石脑油等油品。在国家
能源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奇
幻的变化令人惊叹。

10多年来，这家企业攻克一项项
世界性技术难题，成功建设和运营了
全球首条煤直接制油工业化示范生产
线，为拓宽液体燃料供应渠道、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对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发挥了技术引领、产业示
范作用。

煤海变“油田”不再是梦
硫含量低于国六标准的1/10，符

合国内外环保最高标准，凝点低至零下
70摄氏度……说起自家产品的优点，
煤制油分公司总经理王建立颇为自豪。

我国富煤缺油少气，把煤变成油
曾是国人多年的梦想。

作为我国能源战略的组成部分，首
条煤直接制油示范生产线投资超百亿
元，设计年产油品108万吨，于2004年
启动建设，2008年底试车成功，目前是
全球唯一的煤直接制油工业化生产
线。2011年起，生产线开始商业化运
行，去年共产柴油、石脑油、汽油等油品

近85万吨，副产沥青70万吨。
王建立说，每产1吨油品消耗原

料煤约2.3吨，石油价格高于50美元/
桶时就能盈利，能源转化率接近
60%，远高于煤电和其他煤化工行业
40%左右的水平，目前是以煤生产液
体产品的最有效途径。

煤直接制油需要加氢3次，工艺
特殊，产品质量明显高于炼油厂。该
公司军民融合办公室副主任贾振斌
说，煤基油品比重大、热值高，一箱油
的行驶里程可提高约8%；耐高温、凝
点低，从热带到极寒地区、高空都可使
用；硫、氮等杂质含量极低。

近年来，该公司发挥技术产品优势，
军民融合发展捷报频传，研发出的航空、
航天煤油和陆、海、空全系列军用特种油
品，为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高标准减排“绿色工厂”
煤制油分公司西侧11公里外的一

处院落里，高高支起的3个银色储罐格
外醒目，两米多高的红色阀门紧紧密封
着3口深井，这里就是我国首个地下咸
水层二氧化碳封存工程的注入作业区。

首条生产线启动后，煤制油分公
司即与中科院、北师大等科研机构合

作，兴建了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
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通过2495米
深的注入井，已经有30多万吨二氧化
碳被注入地下1500至2500米之间的
咸水层。”该公司工程师王永胜说，目
前这是亚洲唯一的10万吨级地下咸
水层二氧化碳封存项目。

该公司还瞄准商机，去年向化工、

食品等企业出售二氧化碳5万多吨，
实现收入1000多万元。

煤制油分公司还以附近煤矿的疏
矸水作为生产水源，并兴建了全国首套
煤化工废水深度处理系统，中水全部回
用，吨油水耗由最初设计的10吨降为
5.82吨，在煤化工企业中处于较低水
平。煤直接液化沥青萃取深加工项目

也在建设之中，将于今年7月建成。
“首条生产线的技术、经济和环保

指标明显优于预期，有效推动了我国乃
至全球的煤制油技术产业化进程，将为
我国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推进高质
量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王建立说。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4月 16日
电 记者任会斌）

煤是如何直接制成油的?
——走近我国首个百万吨级煤直接制油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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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单行本，已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全
文、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
例》答记者问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等重要内容。

拥抱“中国机遇”
实现人生价值
——三博士归国创业记

在大连芯冠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里，三位海
归博士在密切关注着机器的“一举一动”。这是一
家初创型企业，同时也是国家“最具成长潜力的留
学人员创业企业”和第三代半导体领军企业。

2015年，对于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的梁辉
南、王荣华与高珺三位博士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
折点。

当年6月，受大连高新区管委会的邀请，他们
回国参与关于第三代半导体项目论证。看到祖国
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后，他们
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

已到不惑之年的梁辉南是三人之中年龄最大
的，是三人回国发展的探路者。回国前，他已经取
得了绿卡，生活无忧。

2015年，他作为先头部队回国考察，一个个
越洋电话从梁辉南的手机打出去，电话那边的王
荣华和高珺既高兴又着急。

“产业报国，科技兴国。当时祖国在这个领域
的发展很薄弱，回来不仅可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
力量，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能得到升华。”高珺说。

2016年3月，三位博士在大连高新区的帮助
下引入4300万元社会资本，建立了大连芯冠科技
有限公司。

2017年4月，首批国际领先的高质量6英寸
650伏硅基氮化镓外延片产业化生产线在大连建
成投产；2019年2月，首批国际领先的650伏硅
基氮化镓功率器件在国内率先通过可靠性测试，
并正式投放市场。

吉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杜国同在
评价该项目成功投产时说：“650伏硅基氮化镓外延
片的研发和批量生产使很多电子器配件在电能转换
应用中更加节能，也使我国在硅基氮化镓功率器件
领域的产业化技术水平一跃成为国际领先。”

三博士归国创业以来，大连高新区为项目落
地实施提供了包括厂房、配套和补贴在内的多项
扶持政策。“半导体产业投入产出周期较长，能迅
速实现产业化，与政府方面大力扶持分不开。”高
珺说。
（据新华社大连4月16日电 记者于力 白涌泉）

国台办：

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针对中国人民解放
军东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绕台岛巡航和联合演
练，民进党当局进行诬蔑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16日应询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的训练演
练，是年度计划内的正常安排，旨在维护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同胞的
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欺骗误导台湾民众，借机
挑动两岸对立，升高两岸对抗，继续破坏两岸关系
与台海和平稳定的图谋不会得逞。任何人、任何
势力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定决心和坚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