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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陵水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符彩莲 许可证流水号：0236861
成立日期：2009年9月29日
机构编码：000015469028001
机构住所：海南省陵水县椰林南干道148号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

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
长期健康保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
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邮政编码：572400 联系电话：0898-8332290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4月17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5月

15日00:00－06:00对WAP网关平台进行升级。升级

期间，若您使用手机3G上网和彩信业务，可能有瞬时影

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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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4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计划于2019年5月14、

15、16日期间分批每日00:00-06:00对业务云白坡节点进

行版本升级操作，届时，5月14日、15日凌晨的升级预计对

云上的商务领航、融合支付、SP提供的彩票及天气预报等等

短信增值业务、政企WiFi等部分业务的使用有短暂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拨打客户服务热

线68722222或10000+9进行咨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5月14日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南省

临高县信托投资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3月31日，该
债权总额为26880.07万元。债务人位于临高县临城镇外经大
院，该债权由债务人所提供的位于临高县医院北侧面积15828.5
平方米五栋房产作抵押，已办理抵押他项权证登记，他项证号：
临房他证字第62、63、64、65、66号。债务人目前已停业，属国有
企业；该债权部分涉诉，现正在执行中,已查封债务人所抵押资
产。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
好的财务状况，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施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668205、68623138；
电子邮件：shimin@cinda.com.cn

wukuny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123-8号信恒大厦

17-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23068、

68666481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

huangzimin@cinda.com.cn linji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由我司对海口市世贸

东路2号E幢1508室房产（以下简称“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拍
卖事项公告如下：

1、标的建筑面积：182.42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39218）；参考
价：98.8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20万元人民币。

2、拍卖时间：2019年5月30日上午10：00 。
3、拍卖地点：海口市海秀东路15号海南鸿运大酒店6楼会议室
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5

月29日17:00止。
5、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6、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5月28日17:00前到账为准。
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

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 。
8、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0530拍卖会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纳）。
9、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相关税（含欠税）、费（含欠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委托方监督电话：15841446268

宏源大厦第十三层写字楼办公区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2HN0021-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大厦第十三
层写字楼办公区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为1360.5平方米，
租期5年，挂牌底价为440802元/年。公告期：2019年5月1
４日-2019年5月27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
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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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0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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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5月1４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过户异议征询的通告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06)琼山执字第

106-13号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06)琼山执字第106-13号裁
决结果及协助执行事项，将椰风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椰风实业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澄迈县永发镇海榆中线公路34公里处，土地
证号为永发国用(1998)字第0043号土地证中面积33512.99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到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由于永
发国用(1998)字第0043号证已遗失，椰风集团有限公司无法提
供该土地使用证给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办理过户手续，但
鉴于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是通过司法裁定取得永发国用
(1998)字第0043号土地证中面积33512.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这一事实，我局拟将33512.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办理过户给海
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如对上述宗地有异议，请自本通告登
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电话:
67629320)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国
有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3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告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06)琼山执字第

106-13号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06)琼山执字第106-13号裁
决结果及协助执行事项，将椰风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椰风实业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澄迈县永发镇海榆中线公路34公里处，房产证
号分别为：澄房权证永发公字第0631号、0632号、0633号、0634
号、0637号、0638号、0639号、0640号、0642号 0644号、0645
号、0652号、0654号面积共22879.54平方米的房产过户到海南
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现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向我
局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请椰风集团有限公司(原海
南椰风实业有限公司)自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澄房
权证永发公字第0631号、0632号、0633号、0634号、0637号、
0638号、0639号、0640号、0642号、0644号、0645号、0652号、
0654号《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交给我局办理过户登记，通告期届
满，我局将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作废澄房权证永发公字第0631号、0632号、0633号、0634
号、0637号、0638号、0639号、0640号、0642号、0644号、0645
号、0652号、0654号《房屋所有权证》，并按规定办理房屋所有权
过户登记手续。特此通告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3日

关于G361陵昌线什邦段改建工程施工
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361陵昌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因施工建设的需

要，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2019年5月5日至2020年2月14日
二、管制路段
6361陵昌线K127+500至K217+675什邦段(约90公里)
三、管制方式
管制期间，对G361陵昌线什邦段的桥涵施工路段采取全

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来往车辆经施工便道通行；其余施工路段
采取交替封闭半幅路面施工，未封闭的半幅双向通行的管制方
式。请途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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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文昌门户（文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文
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第51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6月12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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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门户（文昌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4日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工厂“玩”起了“爆品”集市、“快闪

式”制造在品牌间兴起、“国潮”风加速
跨界融合……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制
造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些融入了新
理念、新技术、新模式的“制造之变”不
断释放发展的活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期工业
生产和销售增长均明显加快，利润回
暖。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9%。

制造业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蕴
含的潜力、积蓄的动力。尽管当前仍
然面临不少挑战，但坚定信心、把握机
遇，不断壮大新动能，高质量发展的经
济图景将愈发清晰。

制造之变
带动消费、服务之变

无锡一家针织衫制造厂总经理杨
桂萍没有想到，自己做了几十年外贸
批量加工，会有一天开起“爆品”集
市。而从和消费者“对话”中得到的

“商机”，远大于一张张订单。
“以前拥抱的是订单，现在拥抱的

是市场。”杨桂萍说，“直供”消费者的
模式降低了供应链的成本，为制造商
带来商机。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制造，改
变正从工厂开始。

突破柔性制造技术，不少制造工
厂试水大批量个性化定制；将人工智
能引入生产，“无人”工厂、“黑灯”工厂
逐渐增多；“变身”工业互联网平台，探
索全产业链的共享共创……

“我们一个半导体显示器件的中
试周期原来是14天，现在通过人工智
能和工业互联网，产品设计生产的周
期大大缩短。”TCL集团董事长李东
生说，融入了新技术、新模式的新工
厂，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工厂之变，带动消费、服务之变。
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说，柔性生

产等模式不仅将制造与消费“无缝衔
接”，制造本身也成为一种消费。把工
厂“搬进”市场，以非遗体验、创意制造

等为代表的体验式制造、“快闪式”制
造正在流行。

从智能制造到生产性服务，不少
制造品牌转型信息服务、工业服务提
供商。工信部数据显示，企业智能化
改造后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超 30%。
基于此的新消费、新服务不断拓展。
一季度，我国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
同比增长16.7%。

优势相互叠加
打造数字时代新供给能力

制造之变的背后是创新。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

斌说，今年以来，尽管面对错综复杂的
外部环境和经济运行新的下行压力，
但得益于完备的产业体系、坚实的制
造基础和吸收新技术的巨大国内市
场，我国制造业在直面挑战中不断提
升韧性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创新加
速涌现。

一组数据格外醒目。一季度，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增幅同比分别达到
102.7%和109.7%。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
术。将制造优势与网络化、智能化相
叠加，中国制造正逐步形成数字时代
新供给能力。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高
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7.8%和7.3%。其中，制造
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6.9%。

“今天的投入将带来明天的产
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所长黄群慧说，这些既表明企业创
新意愿和动力加强，也反映了企业、
产业和社会对我国制造业的良好预
期。重视研发、紧盯市场、变革机制，
中国制造正走上从制造到创造的内
涵式发展道路。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壮大经济新动能

“必须始终站在产业创新的最前
沿，紧跟客户需求，以人才作为推动创
新的‘智撑点’和原动力。”面对国际贸
易环境的不断变化，中信泰富特钢集
团总裁钱刚表示。

依靠“高、精、特”，中信泰富特钢
下属兴澄特钢，已连续九年位列世界
轴承钢产销量第一。

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品层次，一
季度我国钢材净出口同比增加256万
吨。这是连续三年下降后，我国钢材
净出口实现首次增长。

“技术改造是转型升级的重要‘一
环’，创新和完善相关政策有利于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黄群慧说。

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
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
国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出台政策

“组合拳”，极大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壮
大经济新动能。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认为，尽管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先进制造水平
和创新能力仍有差距。但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定创新升级，加速与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中国制造将不断突破发展
瓶颈，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行稳
致远。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张辛欣 姜琳)

打造新供给 激发新动能
——从制造业“变身”看中国经济动力

5月13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厦门航空
公司一架客机准备执行试飞任务。

当日，4架大型客机依次在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跑道上平稳降落，标志着北京新机场完成首次
真机验证。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开始真机验证

《中国国情读本（2019版）》
一书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一本真实、全面、及
时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综合性
普及读物《中国国情读本（2019版）》近日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倾心编纂，
共分六编：第一编图说中国，精选由新华社记者
拍摄的精彩新闻图片，图文有机结合，直观反映
中国概貌；第二编国情概况，来源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年鉴》、政府白皮书及国家统计局等权威
机构的统计公报；第三编国情特载，展示党的十
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
政纪实；第四编专题国情，聚焦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关注嫦娥四号探月工程，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第五编魅力国情，跟踪时事热点，从时政、
经济、文化、科技、民生、人物等方面，生动叙说
中国独特魅力；第六编年度大事，全面盘点
2018年的中国社会。该书对国人及时了解和
掌握当代中国国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
作为“最符合当下国情的图书”之一已被列入中
国图书“走出去”基础目录（二期）。

我国将全面建立统一的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张泉）国家
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建立
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目前，我国已有24个省份完成城乡居民医保
制度整合工作，其余7个省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
农合仍是并轨运行。通知重点针对两项制度尚未
完全整合统一的地区，明确要求加快整合力度，于
2019年底前实现两项制度并轨运行向统一的居
民医保制度过渡。

通知要求，制度统一过程中，要巩固城乡居民
医保覆盖面，确保参保率不低于现有水平，参保连
续稳定，做到应保尽保。

“郡县治，天下安”。近五年来，河
南兰考县大胆改革创新，探索县域新
治，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
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
来，交出了一份有示范价值的答卷。

牵住强县富民“牛鼻子”
今年清明假期，800多名旅客从

兰考火车站登上前往洛阳的K5393
次旅游临客列车。71岁的兰考火车
站原副站长卜刚说，过去从这里开过
国家运送灾民的专车，也有外出务工
的“棉农专列”，如今开行旅游临客列
车，背后是兰考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兰考火车站南边不远处，恒大
家居产业园基本建成，曲美、欧派等6
家上市企业投入生产，艺格木门、
TATA木门稳步推进。

除了直接提供就业，兰考将家居
产业红利向乡村延伸，在5个乡镇建
设木制品专业园区，打造配套产业集

群，从而将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
兰考县堌阳镇经济办主任苏颂喜

说，堌阳镇有700亩木门加工园区，用
工2000多人，熟练工月薪4000元左
右。目前，兰考已构建起包括品牌家
居、绿色畜牧、循环经济、智能制造和
文旅培训等在内的特色产业体系，成
为强县富民的“牛鼻子”。

点燃改革发展“火捻子”
在兰考，改革激起发展活力的举

措还有很多。
2016年起，兰考针对农村四项重

点工作每半年开展一次“四面红旗村”
评选，每得一面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每
月新增奖励绩效500元，其他村干部
新增300元，红旗不丢、绩效不减，红
旗累加、绩效累加，村干部学有标杆，
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

兰考在标兵评选中，把“重基层、
重一线、重实绩”的用人导向落到实

处，评选出的70名“驻村扶贫工作标
兵”全部提拔重用。近3年多来，共有
132名成绩突出、作风过硬的驻村干
部得到提拔重用。

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说：“通过把
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重塑了体制机
制，激活了内生动力，兰考已经形成了
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众比着干
的浓厚氛围。”

捋顺城乡贯通“衣领子”
以“干劲”闻名的赵垛楼村曾被焦

裕禄树为当时的“四面红旗”之一，如
今，赵垛楼再次被评选为新“四面红
旗”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基础设施
和村容村貌的改善。

4年来，记者多次到赵垛楼采访，
从最初的污水横流、垃圾乱扔，到如今
整洁的水泥路、完备的垃圾收集点、通
畅的下水道，简直让人认不出是同一
个村。

数据显示，五年间，兰考县生产总
值增长41.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90.4%，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36.3%、57.8%。

“随着兰考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城

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
务向农村覆盖，城乡软硬件差距缩小，
城乡贯通的新格局正快速形成。”兰考
县县长李明俊说。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

以改革创新实现县域新治
——河南兰考县域治理样本观察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在河南兰考东坝头乡张庄村，讲解员介绍村委会内的“村民笑脸墙”。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