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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琼台师范学院
2019年中招学前教育专业定向

公培生面试公告
一、定向公培生招生专业及计划

学前教育169名（五年一贯制专科）
二、招生对象

海南省具有定向培养市县户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男女不限。
三、定向公培生面试

1.面试报名：5月1日—15日在我校招生网页上报名。
2.面试时间：5月25、26日；地点：琼台师范学院府城校区。
四、报考要求

1.考生须参加海南省2019年中考并经我校面试合格；
2.考生所在市县必须有公办乡镇幼儿园定向公培生计划，具体

实施市县及计划数和面试内容请上我校招生网页查看。
五、奖助政策

定向公培生五年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全免，并每月补助生活
费600元（每年按10个月计算），毕业后回定向培养市县（区）公办
乡镇幼儿园就业，有编有岗。

学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中山路8号（府城校区）
联系电话：66671919 咨询QQ：372652719、2235837205
学校网址：www.qtnu.edu.cn E—mail:qtsfzsb@163.com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万宁、澄迈、三亚金鸡
岭、海口秀英、海口海府、三亚新风、海口金盘、定安网络系统进
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普通PPPOE拨号业务、IPTV业
务、部分专线业务、部分语音业务、ITMS业务使用将受中断2个小
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5月7日2:00－6:00，对万宁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5月10日2:00－6:00，对澄迈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5月14日2:00－6:00，对三亚金鸡岭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5月17日2:00－6:00，对海口秀英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5月21日2:00－6:00，对海口海府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5月24日2:00－6:00，对三亚新风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5月28日2:00－6:00，对海口金盘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19年5月31日2:00－6:00，对定安地区的宽带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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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扩建）项目位于文城镇青山
岭西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文昌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总用地面
积106837.11平方米（折合160.25亩），规划方案经市第52次规委
会审议通过。现报来方案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39985.51平方
米（本期新建建筑面积 32331.3 平方米，一期已有建筑面积
7654.2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9295.51 平方米（本期新建计容
建筑面积 31641.3 平方米，一期已有计容建筑面积 7654.21 平方
米），容积率0.368，建筑密度17.26%，绿地率19.66%，以上规划指
标符合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及《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文
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二期）项目用地规划指标的批复》
（文府函〔2019〕159号）。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对
该项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5月6日至5月20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原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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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郭伟恒。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扩
建）项 目 修 建 性 详 细 规 划 批 前 公 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6日

尊敬的海南省农信社手机银行贷款客户：
现对你与我单位在手机银行签订的《海南省农村信用社“一

小通”顺贷合同》（以下简称《顺贷合同》）内容进行变更和新增，
变更和新增内容如下：

一、对《顺贷合同》第九条内容进行变更，变更后内容如下：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可以通过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借款人或贷款人住所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
仍须履行。

二、对《顺贷合同》新增第十一条内容，新增内容如下：第十
一条 通知和送达

（一）借款人在本合同中填写的联系方式（包括住所地、通讯
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微信号等）均真实有效。
任一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借款人应立即以书面方式将变更信息
寄/送至贷款人在本协议填写的住所地或立即拨打0898-96588
服务热线通知贷款人。该等信息变更在贷款人收到更改通知后
生效。否则，贷款人依照本合同约定的借款人原联系方式发送
的有关通知，视为有效送达，即视为已向受送达人履行了通知义
务，受送达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二）除本合同另有明确约定外，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任何通
知，贷款人有权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进行。贷款人有权选择其认
为合适的通知方式，且无需对邮递、传真、电话、电传、微信或任
何其他通讯系统所出现的传送失误、缺漏或延迟承担责任。

1.公告，以贷款人在其网站、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或营业网
点发布公告之日视为送达日；

2.专人送达，以借款人签收之日视为送达日；

3.邮递（包括特快专递、平信邮寄、挂号邮寄）送达于贷款人
最近所知的借款人通讯地址，以邮寄之日后的第3日（同城）/第
5日（异地）视为送达日；

4.电话、短信、传真、微信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送达于贷款
人最近所知的借款人传真号码，借款人指定的移动电话号码或
电子邮件通讯地址、微信号，以发送之日视为送达日（借款人预
留联系电话的接听人视为借款人本人），前述送达指相关信息进
入服务商的服务器终端而不以相关信息实际在客户终端显示为
标准。

（三）借款人同意，除非贷款人收到借款人关于变更联系方
式的书面(或服务热线)通知，借款人在本合同填写的联系方式是
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向借款人送达司法文书及其他书面文件的
地址。上述送达地址适用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再审
和执行程序等。

三、对《顺贷合同》新增第十二条内容，新增内容如下：第十
二条 其他约定

（一）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
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均由借款人
承担。

（二）对借款人从事违法违规行为，拖欠借款本息或发生其
他违约情形或可能危及贷款人债权的情形，贷款人有权向有关
部门或单位予以通报，有权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公告催收。

特此通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9日

合同内容变更通知书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乐东黎族自治县支行企业账户处理的通知
为不影响账户的正常使用，请以下企业在登报之日起30个工作

日内前来我行办理相关手续，30个工作后，仍未前来我行办理相关
手续的企业，我行将按照账户管理规定将其账户列为久悬账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乐东黎族自治县支行 2019年5月5日
睡眠账户清单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乐东黎族自治县支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账户名称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黄流收储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千家收储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志仲收储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大安收储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万冲收储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三平收储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永明收储所
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抱由收储所
乐东昱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乐东嘉蓝水产冷冻有限公司
乐东良誉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乐东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乐东飞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乐东椿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中环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金镕基置业有限公司
乐东博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国信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恒发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佳浩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安邦投资有限公司
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公司三亚分公司
海南中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乐东昌发绿色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乐东昌发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中企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乐东同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恒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乐东金星科技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春蕾南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乐东分公司

账号
20346003300100000006561
20346003300100000010111
20346003300100000014631
20346003300100000001881
20346003300100000011241
20346003300100000012371
20346003300100000003171
20346003300100000002041
20346003300100000094361
20346003300100000107111
20346003300100000112761
20346003300100000134711
20346003300100000021571
20346003300100000093231
20346003300100000098881
20346003300100000129061
20346003300100000156661
20346003300100000216701
20346003300100000125511
20346003300100000141651
20346003300100000142781
20346003300100000169411
20346003300100000200561
20346003300100000201691
20346003300100000130191
20346003300100000121961
20346003300100000202821
20346003300100000190231
20346003300100000197171
20346003300100000087421
20346003300100000224771

双方“互轰”

据以色列军方说，巴勒斯坦武装
人员4日向以方发射超过250枚火
箭弹，以方当天投入坦克和战机，轰
炸加沙地带大约120处“军事目标”。

这一轮冲突升级始于3日。以
方指认杰哈德武装人员挑起冲突，趁
巴勒斯坦人在边界游行示威之机发
起“狙击”，射伤两名以军士兵。以方
认为袭击并非与哈马斯协同发起，但
认定哈马斯对加沙的所有反以暴力
活动负有责任。

两天冲突中，至少6名巴勒斯坦
人丧生，加沙当局卫生部门说遇难者
包括一名37岁孕妇和她14个月大
的女儿，另有大约40人受伤；以方
说，炮火导致4名以色列平民受伤，
其中一名80岁妇女伤势严重。

破坏“停火”

埃及和联合国3月底开始牵头
斡旋、促成双方达成谅解，以方同意
海湾国家卡塔尔提供资金援助，以缓
解加沙地带停电、停薪等民生危机，
同时扩大加沙海岸附近巴方渔民打

渔区、放宽加沙进口货物的限制。以
色列4月初议会选举得以在相对和
平氛围中举行。然而，随着加沙与以

方交界地带的暴力冲突近日升级，
“停火”岌岌可危。

最新冲突破坏“谅解”。以方4日

说，准备彻底关闭加沙海域捕鱼区，
封锁以方控制区连接加沙的两处陆
路口岸。美联社报道，那两处口岸是

货物运入加沙的主要入口。联合国4
日呼吁“当事各方立即降级冲突，恢
复过去几个月的互相谅解状态”。

亟待“熄火”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4日晚召集安全部门官员开会，商讨
加沙局势。

几个因素可能促使双方“冷静”，
寻求快速平息事态的出路。

以色列 5 月 9 日将迎来“独立
日”、即国庆节。这是以色列政治意
义最重的节日，将举行军、政及民间
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隆重庆典，安全
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第64届欧洲电视歌
唱大赛定于5月14日至18日在以
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欧歌赛自
1956年开始举办，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歌唱类比赛之一。去年冠军是以
色列歌手。

对加沙地带的穆斯林来说，5月
6日将进入斋月，这一个月内应避免
任何冲突。只是，在局势紧张时期，
斋月同样不平静。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向以色列发射250多枚火箭弹，以方出重拳“还以颜色”

加沙冲突升级 联合国急吁“谅解”

这是在加沙城拍摄的以军轰炸下爆炸的建筑物。 新华社/法新

5月4日，在美国达拉斯市近郊普莱诺，来自
新加坡的小朋友在亚洲节活动上展示特色服装。

当日，一年一度的达拉斯亚洲节在普莱诺举
办。 新华社发

美国达拉斯举办亚洲节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
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
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
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不断推进“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切实增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以
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
举措，推进新时代“三农”工作，书写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11个专题：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传承发展提

升农耕文明；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支
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
道；坚决打赢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
战；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
导。书中收入286段论述，摘自习近
平同志2012年 12月至2019年 3月
期间的讲话、报告、指示、贺信等70多
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日前，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制定政府投资条例是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党中央、国务院
对此高度重视。将政府投资纳入法治
轨道，既是依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
客观需要，也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
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条例》

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确

保政府投资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政
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
置资源的公共领域项目，以非经营性
项目为主；国家建立政府投资范围定
期评估调整机制，不断优化政府投资
方向和结构。

二是明确政府投资的主要原则和
基本要求。政府投资应当科学决策、规

范管理、注重绩效、公开透明，并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违法违规举借
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安排政府投资
资金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

三是规范和优化政府投资决策程
序，确保政府投资科学决策。进一步
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度，重大政
府投资项目应当履行中介服务机构评
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

程序；强化投资概算的约束力。
四是明确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的相

关要求。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编制政府投
资年度计划，明确项目名称、建设内容
及规模、建设工期等事项，政府投资年
度计划应当和本级预算相衔接。

五是严格项目实施和事中事后监
管。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应当符合

规定的建设条件，并按照批准的内容实
施；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规定
确保落实到位，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
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政府投资项目应
当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建设工期，按规
定进行竣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办理竣工财务决算；加强对政府投资项
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项目审批和
实施等信息应当依法公开。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投资条例》
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
将于9月13日全部失效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熊丰）国家移
民管理局5日发布提示，现用的本式往来港澳通
行证将于2019年9月13日全部失效。按照往来
港澳签注最短有效期3个月计算，近期持用本式
往来港澳通行证将不便于申请新的签注。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持证人
提前申请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已办妥签注的
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在有效期内仍可继续使用。

据介绍，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于2014年
9月启用。今年4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

“全国通办”政策后，内地居民申请卡式电子往来
港澳通行证及团队旅游签注更加便捷。内地居民
可以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也可
以通过移民局官方App、服务网站在线申请。持
卡式证件在自助签注机办理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
可实现立等可取。

5月5日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上拍摄的无人驾驶汽车。

当日，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在福
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馆。展览将持续至5月9
日。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5月6日至8
日在福州举行。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开馆

委内瑞拉空军一架直升机坠毁
7人遇难

新华社加拉加斯5月5日电 委内瑞拉国防
部4日证实，委空军一架直升机当天上午在首都
加拉加斯南部坠毁，7人遇难。

委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失事的美洲狮型
直升机当天上午从中西部的圣卡洛斯市飞往加拉
加斯，在加拉加斯南部一个小镇附近坠毁，飞机上
有7名军人。国防部已经启动空难调查委员会调
查坠机原因。

以色列军方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冲突升级、交火猛烈，截至5日早晨没有平息。
联合国呼吁双方立刻“降级冲突”、遵守停火承诺。美国明确“站队”以色列，支持以方“自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