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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5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入推进市场化法
治化债转股的措施，支持企业纾困化
险、增强发展后劲；部署进一步推动社
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增加医疗
服务供给、促进民生改善。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是支持
有市场前景企业缓解债务压力、促进
稳增长防风险的重要举措。去年以来
债转股已落地超过9000亿元，促进了
企业杠杆率下降和经营效益提升。下
一步要直面问题、破解难题，着力在债

转股增量、扩面、提质上下功夫。一是
建立债转股合理定价机制，完善国有
企业、实施机构等尽职免责办法，创新
债转股方式，扩大债转优先股试点，鼓
励对高杠杆优质企业及业务板块优先
实施债转股，促进更多项目签约落
地。二是完善政策，妥善解决金融资
产投资公司等机构持有债转股股权风
险权重较高、占用资本较多问题，多措
并举支持其补充资本，允许通过具备
条件的交易场所开展转股资产交易，
发挥好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在债转股
中的重要作用。三是积极吸引社会力
量参与市场化债转股，优化股权结构，

依法平等保护社会资本权益。支持金
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起设立资管产品并
允许保险资金、养老金等投资。探索
公募资管产品依法合规参与债转股。
鼓励外资入股实施机构。

会议指出，按照建设健康中国要
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促
进社会办医，可以有效增加群众需要
的医疗服务供给、更好保障人民健
康，也能更大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服
务消费潜力。会议确定，一是拓展社
会办医空间。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
总量和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允
许在职或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办医

疗机构。提高审批效率，年底前各地
要建立社会办医跨部门联动审批机
制。今明两年在北京、上海、沈阳等
10个城市开展诊所备案管理试点。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对社会办医在
基本医保定点、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上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使更多社
会办医进入基本医保和异地结算定
点，带动扩大诊疗量。社会办医可通
过划拨、协议出让、租赁等方式取得
用地使用权，可按规定享受小微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在医院
等级评审、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等
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三

是支持社会办医与公办医疗机构合
作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开展远
程医疗协作，共享医学检验、影像等
服务。支持社会办医优先承接三级
公立医院下转康复、护理等业务。支
持商业保险机构与社会办医信息系
统对接，提供一站式直付结算服务。
政府支持向社会办基层医疗机构购买
服务，对在社区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的
社会办医，按规定给予税费减免。四
是完善医疗监管，建立举报投诉和受
理机制，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对严
重失信主体实施行业终身禁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多举措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部署进一步推动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

据新华社南昌5月22日电 5月21日至22
日，中宣部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
围绕人民与共和国的发展进行专题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人民是共和国的坚
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新中国70
年的辉煌成就，是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双手起早贪
黑辛勤干出来的，共和国的坚实大厦，是中国人民
一砖一瓦日积月累艰苦构建的。

广告

受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产权交易所与海南公司亿能

拍卖有限公司联合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海南省百货公司持有的

海南百友实业有限公司40%股权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8588.38万

元，竞买保证金15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6月10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厅（海口市国兴大

道9号会展楼二楼）；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19年 6月 5日17:00截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9年6月5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

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3501；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9）海中法拍委字第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558010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59156 13807588767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C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 南 产 权 交 易 所
海 南 亿 能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2019）海中法拍委字第2号

2019年5月22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大田互通立交
工程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大田互通立交工程建设施工的需要，为
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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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至2019年8月27日 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
路东方境内K410+494至K411+233段 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
实际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对G98环岛高速公路东方境内
K410+494至K411+233段采取全幅封闭施工的交通管制，来往
车辆经施工便道双向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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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佛罗等
7个镇总控规修编批前公示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关于多规合一改革工作要求，加快推进开发边界内
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修编）工作，落实《乐东
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战略部署和
管控要求，实现规划成果数据纳入全省多规合一信息化
平台，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我局组织编制大安镇、佛罗镇、
尖峰镇、利国镇、千家镇、万冲镇、志仲镇总体规划
（2018-2030）暨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6月
18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网站
（http://Ledong.hainan.gov.cn)；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微信公众号；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①电子邮件请发送到：Ldxgtj@qq.com;②书面意见

请邮寄到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1号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岗，邮政编码：57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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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网络空间有限，仅公示重点内容。如需详情，请咨询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岗。

5.咨询电话：0898-85528585，联系人：肖潇。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0日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应用于发展旅馆项目，项目达
产年限为5年,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50万元/ 亩，平均每年单
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12万元/亩，亩均年产值均不低于500万
元。 2、该宗建设用地若为社会投资项目，禁止建设产权式酒店，不
强制要求使用装配式建筑建设，但鼓励其使用装配式建筑建设，按
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
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
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
文件。同时,该宗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土地有偿出让，并严格按照签订
文件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
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
的。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4日
8:30至2019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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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6月24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6月24日17:00
（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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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挂牌时间：2019年6月14日9:00至2019年6月26日15:
00（北京时间）。7、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8、本次竞买活动挂
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
方式报价。9、该宗地属市政府存量建设用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
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
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
条件。10、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
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
成部分。联系人：郭先生 张女士。联系电话：0898-65303602、
23883393、18689970209。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www.hnlmmarket.
com/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3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滨海新区
（白马井镇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B-4-16-1图则地块

宗地面积

18.503亩
（12335.1m2）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2
建筑密度：≤30%
建筑限高：30米
绿地率：≥40%（集中绿地应≥10%）

建设
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
（元/m2）

354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375.26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1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滨海新区（白马井镇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4-16-1图则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2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滨海新区（白马井镇）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22、A-23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建设用地应用于发展港口码头（产业

类别）项目,竞得人须提供项目发展方案。2、该宗建设用地若为社会投资

项目，不强制要求使用装配式建筑建设，但鼓励其使用装配式建筑建设，

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加本次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

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同时,该宗地竞得人

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土

地有偿出让，并严格按照签订文件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

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

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

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

正的。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申请人可于2019年5月23日至2019

年6月25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

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4、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17:00（北京时间）。经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

6月25日17:3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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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挂牌时间：2019年6月17日上午8时00分至2019年6月26

日下午17时00分（北京时间）。7、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8、本次竞买活动挂

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

价。9、该宗地属市政府存量建设用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

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10、挂牌的地块以现

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23883393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3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滨海新区（白马井镇）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A-22、A-23地块

宗地面积
60.842亩

（40561.1m2）

土地用途

港口码头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
建筑限高：30米；绿地率≤2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m2）

1187

竞买保证金（万元）

4814.6026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岸北
片安置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位于琼海市中原镇文山一路北侧，中兴北路东侧，乐天路南侧，
八仙纵路西侧。项目总用地面积45.03公顷。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容积
率 1.91，建筑密度 41.12%，绿地率 30.38%。总计容建筑面积
673853.80m2，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666654.96m2。安置区住宅总户
数为1166户。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5月22日至5月30日）。2、公
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gt/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
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02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
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
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
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1日

贵州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据新华社贵阳5月22日电（记者向定杰）记
者22日从贵州省纪委监委获悉，日前，经贵州省
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贵州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
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
易；大搞“家族式腐败”；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
利活动，非法获取巨额利益；大搞权色、钱色交易。

贵州省纪委监委表示，袁仁国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且在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性质十分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
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省监委委务会议研究并报
贵州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袁仁国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中国三大航空公司
正式向波音提出索赔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齐中熙、田
建川）继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日前正式向波音公司
提出索赔后，22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
航空公司也就波音737MAX8飞机长时间停飞
以及订单无法按时交付所造成的损失，正式向波
音公司提出索赔。

截至目前，国内航空公司共运营有 96 架
737MAX8机型，且有更多预订订单尚未交付。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停飞给各航空公司造成了较
大损失，且相关损失还在持续扩大中。

■ 钟声

在这届美国政府眼中，同各国打
交道时，但凡“美国优先”碰壁、霸凌主
义行径受挫，就都是别人违反了规
则。对这样的霸道逻辑，德国工商大
会总干事长万斯莱本有个形象的比
喻：美方犹如在一场足球赛中“用手带
球，一头闯进球门”，理由却是“依据橄
榄球规则”。一年多来，美方肆意挥舞
关税大棒，四处挑起贸易争端，犹如一
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肆意冲击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把规则、
秩序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为国际社会
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是美方
绕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根据美国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
擦。美国在未经世贸组织授权情况
下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是
对本国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的无

视，是将单边规则凌驾于国际规则
之上的任性妄为。

在世界贸易舞台上大秀肌肉的美
国，一直不停地玩变脸，时而指责世贸
组织规则令其“吃亏”，时而无端给别
国扣上“不遵守规则”的帽子，甚至威
胁要把他国“开除”出世贸组织。美国
喊得很卖力，演得很起劲，但拙劣的表
演到头来还是无人喝彩。“基于规则的
国际体制正在受到威胁，令人吃惊的
是，造成威胁的不是别国，而是主导构
建这一体系的美国。”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这番话道出了世人对美国任性
之举的鄙视和忧虑。

视国际规则为玩物，合则用、不合
则弃，这是美方的一贯做法。本届美
国政府对国际规则的敌视更是令人瞠
目结舌，甚至成了当前其外交政策的
标签。接连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
国际组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巴黎气候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
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强制要求重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对国际规则和
全球治理构成重大挑战。英国前首相
戈登·布朗慨叹：“美国在单极世界中
一骑绝尘的时代，它还常常通过多边
机构行动。而今，世界日益变得多极，
美国政府却在一意孤行。”

美国执迷于破坏国际规则，逻辑
出发点是以强权手段谋求一己私
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昔日的一句“名言”将这种心态反映
得淋漓尽致：“如果今天让我重新打
造（联合国）安理会，我会只设一个常
任理事国，因为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全
球的力量分布。”自以为可以靠强权
压服对手，美方高调宣称，双边施压
比多边机制更“高效”、关税大棒比规

则建设更“高效”。
美国刻意以强权挑战规则，妄

图把规则当橡皮泥任意碾压。但
是，比谁的胳膊粗、气力大的霸权时
代一去不返，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
国商量着办。当前，世界力量格局快
速转变、多极化特征日趋明显，在跨
国问题日益增多、对全球规则体系需
求不断上升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抱定
单边主义思维，只能是给自己和他国
制造麻烦。逆规则肆意妄为，注定
要被撞得鼻青脸肿，“再次伟大”的
目标只会徒留笑柄。

世界发展大势从来不会以任何
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美国执迷于破
坏规则，另一种“对冲”与“建设”也在
悄然进行。有美国媒体发出警告说，
时常“移动球门柱”意味着付出代价，
美国推翻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正导
致一些伙伴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还
有美国媒体更直白地评论：“在经济

领域，美国依然是那个‘大孩子’，但
并不是唯一的‘大孩子’。风险在于，
美国可能被视为经常恐吓其他孩子
的霸凌者，促使这些孩子联起手来，
想办法躲开美国。”

中国有一句老话，“利莫大于治，
害莫大于乱”。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
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大国，美方有关
政策和言行应有最起码的责任感，应
该有利于世界的“治”而不是“乱”。维
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
易体制，是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各国的强烈呼声。美国蔑视规
则，就是在肆意损害国际社会的共同
福祉和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这样的
蛮横无理，不得人心，终究也不会有什
么好果子吃。倘若美方一意孤行，由
着性子定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
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这条路注定只
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失败！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国际秩序容不得任性妄为
——无视规则必将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