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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沙市船务管理局根据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船员、服
务员、医务人员等共计60名，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招聘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三副、大管轮、
二管轮、三管轮、电子电气员、木匠、高级值班水手、高级值班机
工、气垫船轮机员、气垫船驾驶员、厨师、服务员、医务人员等（更
多职位信息详见三沙市政府门户网站、南海网人才频道）。

二、招聘条件：年龄：职务船员年龄在45周岁以下、普通船员
35周岁以下、医务人员、厨师40周岁以下、服务员30周岁以下。
条件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持证：详见三沙市政府门户网
站、南海网人才频道《2019年三沙市船务管理局公开招聘船员岗
位表》的“最低持证要求”部分。身体要求：身体健康，符合交通运
输行业标准《海船船员体检要求》。持有有效的海船船员健康证
书。

三、招聘方法：通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实操评估、政审和

考察等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选。
四、薪酬及待遇：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签订劳动合同，按照

现行的《三沙市船员薪酬发放暂行规定》文件规定享受相关工资
福利待遇。

五、报名须知：1.报名时间：自发布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6月
11日止。2.报名方式：网络报名（详见三沙市政府门户网站、南海
网人才频道）或携带相关资料到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2号楼217
室现场报名。3.报名要求：报名人员通过网络报名平台的方式报
名，填写报名表，以及上传近期1寸免冠照片、身份证、学历证书、
船员证书、海船船员健康证书、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住地派出所
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证明材料，现场报名需携带以上材
料。4.联系人：程永辉、符小青。5.联系电话：0898-66862075、
66818453、66734417（传真）

咨询监督电话：0898-66824985

2019年三沙市船务管理局公开招聘船员公告

拍卖公告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

18日10时在中拍网（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网
络竞价拍卖：海南省陵水县黎安零公里以北海岸线悦海路2路
B40合景.汀澜海岸A1型低层住宅B40栋1-2层，参考建筑面
积210.96m2，参考价586.6万元。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
样，欲参加竞买者请于6月17日15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
证金60万元（以资金到账为准）到哈尔滨市香坊区华山路10
号万达商务4号楼307室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本次
拍卖标的自由竞价时间为2分钟，限时竞价时间为2分钟）

详情请登录：www.xspm.cn
咨询电话：15004620022 18045008956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预告
我司受委托，定于近期公开拍卖下列资产：01.文昌市文城镇文

兴路58号商住房产，土地面积1584.45m2，建筑面积5977.60m2，现
有72间客房32间包厢，车位充足,有200余万他项，参考价3180
万元。02.海南盈恒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及项下位于文昌市清
澜开发区商贸地段，面积4837.24m2商业用地使用权，容积率2.0，

参考价1000万元。03.海口市人民路23号富豪花园别墅2889号房
产，建筑面积620.88m2,土地面积145.22m2，买受人须履行8年租
约。参考价：9990元/m2。04.海口市福安路4号独栋房产，建筑面积
472m2，土地面积225.34m2,曾做过旧改调查，参考价：490万元。
上述资产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办理
竞买手续。详情请关注“京海拍卖”公众号。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
世贸中心F座906室；电话：0898-68534238 18889289611。

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抱伦金矿选矿工艺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http://
www.eia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2915
&page=1&extra=#pid4555300；

公众调查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
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
邮件等任何一种方式将意见或建议反映给建设/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李工 18876078829
评价单位：符工 65320237
起止时间：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31日

（登报第二次公示）

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18-06号、2018-07
号宗地符合净地条件确认书》(东府函[2018]216号、217号)上述宗地土
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
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
须条件的净地。二、竞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
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必须
按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指定账户（以竞买保证金入账时间为准）。（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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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28日到东方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16时。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19年6月28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进行。挂牌起始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8时。挂牌截止时
间为：1、东出让2018-06号宗地：2019年7月1日15时；2、东出让
2018-07号宗地：2019年7月1日16时。（五）本次挂牌出让宗地投资强
度应达到220万元/亩，年度产值应达到250万元/亩，达产时间（达到生
产经营指标的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4年内。（六）

竞买人必须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设备，不得转移使用国内外发达地区淘汰
或更新下来的生产线（设备）。（七）该用地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发展改革
委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产业政策要求。
（八）本次挂牌出让宗地关于装配式建筑建设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执行。（九）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东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市商
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十）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作受让地块的出让价款，余款须于出让合同签订后60日内一次付清，
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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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十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
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十四）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十
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十
六）其他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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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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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先生 杨先生 张女士。联系电话：0898-
25582051 0898-65303602 0898-66775501。地址：东方市二环
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9日

地块编号
东 出 让
2018-06号
东 出 让
2018-07号

备 注

位置
东方市八所镇东

方大道北侧
东方市八所镇东

方大道北侧

面积(m2)
105764.43

（158.65亩）
2493 （3.74

亩）
1、 东出让2018-06号宗地批发市场用地面积占比≥50％，其他商服用地面积占为20％，其余部分为零售商业用地；
2、 东出让2018-07号宗地批发市场用地面积占比≥50％，其他商服用地面积占为20％，其余部分为零售商业用地。

土地用途
批发市场用地/其他商
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批发市场用地/其他商
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使用年限

40年

40年

容积率

≤2.0

≤2.0

建筑密度

≤35%

≤35%

绿地率

≥30%

≥30%

建筑限高(米)

≤45

≤45

竞买保证金(万元)

16866.6

420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28111

700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19）30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宗（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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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2019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5月28日
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交易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

入推进，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国经贸合作的重
要领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
能。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
大，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携手开创“全

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中国致力于促进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将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
入，积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中国愿

同各国深化服务贸易投资合作，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本届交易会的
主题是“开放、创新、智慧、融合”。希

望各位代表和嘉宾深入交流，凝聚共
识，加强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
易繁荣发展，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
向，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2019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
受7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孟夏时节，草木葱茏。人民大会
堂北门外，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号
手吹响迎宾号角，新任驻华使节们陆
续抵达，拾级而上，进入北京厅，依次

向习近平递交国书，习近平同他们亲
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这7位新任驻华
大使是：瑞士驻华大使罗志谊、哥伦比
亚驻华大使蒙萨尔韦、捷克驻华大使
佟福德、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挪威驻
华大使白思娜、瑞典驻华大使宋莲、乍
得驻华大使朱恩贝。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请
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
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
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友好关系，在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愿增
进彼此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
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

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
支持，希望使节们为深化中国同各国友
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衷心祝贺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
办，表示各国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拓展互利合作。使节们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他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
幸，将致力于推动各自国家同中国双
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接受七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记者
郑明达）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瓦关系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正在积极落实我
同总理先生去年会晤成果，两国政治互
信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扩
大，中瓦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同太平洋岛
国关系的典范。中方愿同瓦方一道，加

强全方位对话、合作、交流，推动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
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
一员，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方高度赞
赏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瓦
方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拓展政
党、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分享治国理政

经验，增进彼此政治互信。要以签署共
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为契
机，加强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拓展
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方愿同瓦方深化
农业技术合作，支持瓦方优势产业发
展，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瓦努
阿图投资兴业。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两国人员往来，积极开展地方交流
合作。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

诚理念同太平洋岛国加强团结合作。
我们在岛国没有私利，不谋求所谓“势
力范围”，将永远做值得岛国信赖的好
朋友、好伙伴。

萨尔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
伟大成就，称赞中国的成功不仅改变了
中国面貌，也对世界产生深刻、积极影
响。萨尔维表示，瓦努阿图钦佩中国坚

持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根据瓦方实际需要
给予的真诚帮助。瓦努阿图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
家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瓦方愿同中
方在共建“一带一路”、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气候变
化等领域加强合作，致力于推动瓦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会见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

88岁，突击队员再冲锋
——张富清的英雄人生之四

“怎么跟他交代呢？”
自父亲被从手术室推出来，张健全就在担心。
88岁，高位截肢，尤其对于那样一位利索、昂

扬、满是向上劲头的老人。
麻药过去，张富清醒来：“腿被锯掉了吗？”
儿女们嗫嚅着不知怎么回答，张富清却自嘲地

先开口了：“战争年代腿没掉，和平时期腿却掉了。”
“自始至终，真是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张健

全说。
术后仅仅一周，张富清就开始尝试着下床。瘦

小的身体绷成弓形，一次次地努力，满头满身都是汗。
“当时，医院里有一群日本留学生，看到一位

年纪这么大的老人，竟然这么快又站了起来，非常
感慨。”张健全记得，那天，这群日本留学生还特意
跟父亲合了影。

出院回家后，儿女们推来了轮椅，张富清却坚
持要自己练习走路，并立即开始旷日持久的锻炼：
先是沿着床边走，后来渐渐能走到家里客厅，就在
客厅过道来回练习。

一步，一步……张富清紧紧抓着助行器，慢慢
地、慢慢地向前挪动。他特意紧贴着墙边走——
这样即使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摔倒了，他一声不吭，自己默默挣扎着起身，
努力好久才站起来。摔得次数多了，胳膊蹭出了
血，客厅那面墙上，至今还有隐隐血迹。

渐渐地，他能一个人走到阳台，再后来，能在
楼下院子里转圈，一年之后，他已经可以独自上楼
下楼、上街买菜。在家里戴假肢不方便，他就在助
行器上绑了一条木板，把残肢架在上面，打扫卫
生、切菜炒菜……

张健全曾悄悄把自己的左腿绑住，用一条腿
模仿父亲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活动：独自上厕所。

“太困难了！一趟下来满身都是汗，一不留神就
摔倒了。”张健全连连摇头，“我这才真正明白为什么
父亲下一趟楼、收拾下厨房，整个后背就都湿透了。”

一直以来，儿女们都以为老人这样坚持，只是
性格好强，直到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富清
才说出真实的原因：

“我每天坐在轮椅上，就要给国家找麻烦，给
家人添负担。我不能影响下一代的工作，拖累他
们照顾我。我要发扬突击队员的精神，我能做的
事，我愿意做。”

从战争年代起，张富清所在连就是突击连，他
自己就是突击组长。在张富清的意识里，“突击队
员精神”，就是用顽强意志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

自己是一名党员，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奉献
都要大于索取。

自己是一名突击队员，因此，无论什么困难，
都能够战胜克服。

88岁，这位突击队员再次冲锋，并且再次取
得了胜利。 （新华社武汉5月28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尼日
尔总统伊素福举行会谈。

习近平赞赏伊素福长期致力于中
尼、中非友好事业。习近平指出，中尼是
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当前，中尼两
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努力，以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
机，加强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尼两国要继续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积极开
展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中尼要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
坛框架内加强对接，落实好基础设施、
民生、能源、农业领域重要合作项目。
中方将继续支持尼方为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作努力，推动联合
国为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建设提

供支持。要就重大国际问题加强沟通
和协作。中方愿为尼方提供医疗等民生
帮助，同尼方扩大文化、青年、妇女、智库
等领域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习近平强调，只要各国都坚持走
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坚持致力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目标，我们就一
定会取得成功。

伊素福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祝贺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发展为人类
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包容性的
经济增长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促进
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尼日
尔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长期致力于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尼日尔支持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共赢而不是零
和的理念，将造福全世界。非洲国家
赞赏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发展中非
关系，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合
作“八大行动”，愿在非洲和平安全事
业和现代化进程中密切同中国的合
作。尼日尔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
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尼日尔总统伊素福举行会谈

近日，交通银行旗下控股子公司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银国际”）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银国信”）在上海发起设立“交银科创股权投资基金”，该基

金由交银国际（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

人。目前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完成首批

投资项目审核。

该基金是交银集团主导的专注科技创新领域的首只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期借助商业银行的广泛网络和集团

综合化的金融服务能力，顺应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及科

创板的推出，打造的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核心财富管理产

品。

该基金主要投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与工业物联、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具备“四新”特

征，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较高成长性的科技型、创新型企

业。另外，通过投贷联动策略，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投资+贷

款+IPO保荐+并购融资+财富管理”综合化金融服务，为科技

企业金融赋能。

交银科创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是交银集团贯彻落实中央

设立科创板试行注册制战略任务的切实举措，是交银集团服

务上海新“三大任务”、“五个中心”建设的具体行动，也是交银

集团发挥总部优势、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进一步强化了

集团一体化协同能力，能够全面发挥牌照齐全优势，有效促进

产品创新和财富管理品牌建设。下一步，科创基金将不断强

化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各地分行

的合作沟通，将该基金打造成交银集团旗下针对科技创新领

域的旗舰基金。

交银集团设立科创股权投资基金
投贷联动支持战略新兴科技企业

专题 广告

屯昌县产城融合区康养小镇
项目开发研究咨询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屯昌县产城融合区康养小镇项目开发研
究咨询，项目资金为公司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
公开招标。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2.1项目地点：屯昌县屯城镇；2.2计
划工期（服务期）：3个月；2.3项目范围（内容要求）：通过康养小镇产业
开发研究，可以有效推动屯昌县屯城镇产城融合区省级土地储备项目
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的优化调整，推动产城融合区产业空间布局定
位和资源整合。具体涵盖背景研究、产业定位、模式策略研究、投资成本
分析、资金模式研究、可行性分析、项目推介服务、风险防控、生态保护
等。2.4招标人：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3.投标人资格要求：3.1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3.2企业业绩和项目团队要求：2016年1月1日至今
至少曾承揽过一个类似项目策划服务，项目负责人至今至少曾担任过
一个类似项目策划的项目负责人。3.3信誉要求：投标人需出具“近三年
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3.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
文件获取：请于2019年5月29日15:00至2019年6月4日11:00时
到招标人处购买招标文件；5.投标文件递交：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19年6月26日14:00时；递交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大同路38号中银
大厦 15楼 3区。6.联系方式：联系人：章国湖；联系电话：0898-
66531962；电子邮箱：274163130@qq.com

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5HN0078

受委托，按现状再次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公告期为：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12日。对竞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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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
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
话：66558038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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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5月29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车牌号

琼A0A866
琼A16G19
琼A70998
琼A61828
琼AN1755
琼AN1351
琼AA7316

厂牌型号

丰田牌锐志TV7250S4SP0
海马牌(S7)HMC7180D5T1
奥迪AUDIA6L2.4CVT
奥迪AUDIA6L2.4CVT
尼桑ZN6453WAG3
尼桑ZN6453WAG3
雅阁HG7240

登记日期

2009.02.25
2017.03.07
2005.01.11
2005.01.14
2009.01.20
2009.01.15
2005.07.13

行驶里程
（公里）
154500
36100
202831
297541
226822
302000
282354

挂牌价
（元）
63000
58500
24570
24570
31230
31230
14490

保证金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