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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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万
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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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4日17:00截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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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卖 公 告
海南产权交易所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2019）海中法拍委字第2号

2019年6月19日

广州铁路文化广告有限公司诚征广州南站、深圳

北站、长沙南站、株洲西站、佛山西站、海南东西环岛

高铁线动车组列车冠名权和广深线动车组列车冠名

权等广告媒体广告代理经营合作单位【详见文广

（招）字〔2019〕01 号招商公告】，现正公告招商中，详

情和报名参与方式，敬请登录“广铁招商网”网站（广

铁招商网网址：http://www.gzrailwaybiz.com.cn），

招商联系人：谭小姐，联系电话：020-61335320。

招 商 公 告

广州铁路文化广告有限公司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4485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4485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7月20日10时至2019年7月21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黄瑞森、李玉芳名下共有的位于海口市
邦墩里113号房产(海口市房海房共字第16700-1号)起拍价:
481800元，竞买保证金:96300元。咨询时间:自2019年7月
15日起至2019年7月18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
次拍卖不组织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7月20日10时前
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
卖;(2)过户的税、费由竞买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
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 -66130025 (司法技术
室)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9〕6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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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
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20日至2019年7月19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
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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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7月11日8
时00分至2019年7月22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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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2日10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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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医疗卫生项目用地。竞
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
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
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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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
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
净地条件无异议。（四）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

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
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
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五）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
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
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属医疗健康产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其投资
强度为不低于4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
低于35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
日起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
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
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
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宗地
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八）
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联 系 人：周先生 杨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20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8）-4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锦山镇
潮滩湾地段

面积（m2）
82007.38

(折合123.011亩)

土地用途

医疗卫生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8；建筑密度≤25%
绿化率≥45%；建筑限高≤75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7995.7195

（折合97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479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有关规定，现将“三亚市人才城水质净化厂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内容”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1. 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2GPLxw1_ZYKOo65hUhwYA

提取码:fkax
2. 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表可联系

三亚市水务局。
3.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三亚市水务局；
联系地址：三亚市新风街42号水利大厦；
联系人：孙令昌；
联系电话：15120679611；

邮箱：21323526@qq.com。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代表。相关公众可发表对本项目在环保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DjWtZv

DQfGS2z0ZXpIU6Q提取码:myi3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三亚市水务局
2019年6月20日

三亚市人才城水质净化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有关规定，现将“三亚市育才水质净化厂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内容”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1. 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wGNMva5Hp3lTbxTYOjbCg

提取码:tckb
2. 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表可联系

三亚市水务局。
3.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三亚市水务局；
联系地址：三亚市新风街42号水利大厦；
联系人：孙令昌；
联系电话：15120679611；

邮箱：21323526@qq.com。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代表。相关公众可发表对本项目在环保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gaJDb7ssDaiML4HWbFyzLA 提取码:mpw9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三亚市水务局
2019年6月20日

三亚市育才水质净化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致：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全体董事：鉴于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松润公司”）股东三亚华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议
召开海南松润公司临时股东会议，要求就变更海南松润公司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监事等事宜进行决议。现本人刘长河作为海南松润公司董事
长，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的提议，同意为此召开海南松润公
司董事会会议，就是否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审议前述议案之事宜进行决议，
故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1日下午3
时；2、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雅苑F座裙楼4楼北京大
成（海口）律师事务所；3、会议主持人：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4、

会议出席人：刘长河、谢自力、路振春；5、会议事项：决议是否主持召开海
南松润公司临时股东会议[议案包括是否变更海南松润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李曼（身份证号231002197805121044）；是否变更海南松润公司注册
地址为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5号中航大厦A座第八层；是否变更海
南松润公司监事为陈春荣（身份证号231011197002221224）。]注意事
项：如阁下本人不能出席本次会议，须书面授权委托其他人代为出席会
议，委派的人员需携带阁下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其本人身份证出席。特
此通知。会议联系人：郭雷 电话：19925544799

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长河

关于召开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6月 19日电 在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
国事访问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
闻》等主要媒体发表题为《传承中
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的署名
文章。文章如下：

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在
这个历史性时刻，应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同
志邀请，我怀着“传承友谊、续写新
篇”的美好愿望，即将对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回想当年，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
人怀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革
命友谊，携手缔造了中朝传统友谊，
为我们留下了共同的宝贵财富。中

朝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
就传承中朝传统友谊、造福两国人民
深入沟通、真诚合作，书写了国际关
系史上的佳话。

长期以来，在中朝两党坚强领
导下，不论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
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
争中，还是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都彼此信
赖，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结下了
深厚友情，可以说是“历久弥坚金
不换”。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作为好
同志、好邻居，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国党和政府巩固发展中朝友
好合作关系的坚定立场都没有变也
不会变，中方将坚定支持金正恩委
员长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
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
新的更大成就。

中朝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是从
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弥足珍
贵。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金正恩
委员长正确决策和有关各方共同
努力下，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
经形成，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
着难得历史机遇，得到国际社会
普遍认同和期待。中方愿意和朝
鲜同志携手努力，共谋实现地区
长治久安的大计。

70年风雨同舟，70年砥砺前
行。在我和金正恩委员长共同引领
和推动下，走过70年辉煌历程的中
朝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继承前辈光荣传统，按
照时代发展要求和两国人民共同
愿望，续写中朝友谊新篇章，推动
两国关系在新时代得到新发展，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乃至世
界和平、稳定、繁荣。

为此，我愿通过这次访问，同金
正恩委员长和朝鲜同志一道，谋划中
朝友好合作关系，谱写中朝传统友谊
新篇章。

——加强战略沟通和交流互
鉴，为中朝传统友谊赋予新内涵。
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
用，规划好中朝关系发展蓝图，把握
好中朝关系发展方向。加强各层次
沟通和协调，深化党际交流和治国
理政经验互鉴，把我们各自党和国
家的事业继承好、发展好。

——加强友好交往和务实合
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落
实好业已商定的合作项目，拓展两国
民间友好往来，扩大教育、文化、体
育、旅游、青年、地方、民生等各领域
交流合作，服务两国发展事业，增进
两国人民福祉，让中朝友好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加强沟通对话和协调合作，

为地区和平稳定开创新局面。推进
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符合两国各自发展需要
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中方支持朝
方坚持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正确方
向，支持通过对话解决朝方的合理
关切，愿同朝方及有关方加强沟通
和协调，共同推动半岛问题的对话
协商取得进展，为地区和平稳定和
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
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
坚强。”正如《中朝友谊之歌》表达
的那样，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都要把
中朝传统友谊传承好、发扬好。
我们愿同朝鲜同志一道，继承传
统，面向未来，推动中朝关系在新
时代破浪前进。

我坚信，中朝友谊这棵参天大
树一定会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

新华社平壤6月19日电（记者
程大雨 江亚平）在对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9
日在朝鲜《劳动新闻》等主要媒体
发表题为《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
代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在朝
鲜人士以及在朝华侨、留学生中引
起热烈反响，他们祝愿习近平总书
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续写中朝友
谊新篇章，推动两国关系在新时代
得到新发展。

在首都平壤凯旋门附近的一处
报纸橱窗前，新华社记者看到不少
当地群众在阅读当天的《劳动新

闻》，很多人都将目光停留在报纸头
版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
上，认真研读。

68岁的金达贤先生退休前是
平壤著名的万寿台创作社的一名
画家，他告诉记者，他对中国有着
深厚的感情。他十分赞同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两党两
国老一辈领导人怀着共同的理想
信念和深厚的革命友谊，携手缔造
了中朝传统友谊。他坚信，朝中友
谊必将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我
深信此次访问必将能取得圆满成
功，我真诚而热烈地欢迎习近平同
志访问我们国家。”

91岁的李东三老先生听说记
者来自中国，立刻露出欣喜的笑
容。这位参加过当年朝鲜战争的老
兵，对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战斗
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李东三再三
强调，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永不磨
灭。他告诉记者，“得知习近平总书
记要访问朝鲜，我非常兴奋……朝
中友谊，万古长青！”

53岁的金铁兰是当地出版指
导局的一名职工，他在报纸橱窗旁
认真阅读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
章。金铁兰说，他对习近平总书记
的此次访问感到由衷高兴，“相信通
过此次访问，朝中友好关系定能掀

开新的历史篇章。我也十分期待今
后两国能在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友
好合作，深化传统友谊”。

朝鲜华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委员长赛铁军告诉记者，“亲望亲
好，邻望邻好”，中国党和政府历来
把朝鲜人民看作亲密的同志和兄
弟，作为在朝华侨，对此深有感
触。他说，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
文章中，能看到中国政府的坚定立
场，中国将同朝鲜同志一道，继承
传统，面向未来，推动中朝关系在
新时代破浪前进。他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中
朝友好关系、加强务实合作、维护

地区稳定。
目前正在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

系从事教学工作的中国教师代娜新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访问将极
大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她表
示，她从事的是中朝教育与文化交
流方面的工作，两国关系进一步发
展让她对未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越来越有信心。

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
徐浩目前在金亨稷师范大学留学，
是朝语专业学生。他告诉记者，读
完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他感
触很深。他说：“中朝两国关系越
好，我未来的事业也会越好。”

续写中朝友谊新篇章
——朝鲜人士和华侨、留学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

血雨腥风的承载
——记忆中的那些经典红色意象

军装、绑腿、草鞋，身后再背一个竹斗笠，这
几乎成了人们心中最熟悉的红军战士形象。而
这些记忆中的经典红色意象，承载着一段段血雨
腥风的岁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竹斗笠 最鲜活的红色意象
在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红军

斗笠厂印制“工农红军”四个大字的铸铁模片和
当时使用的桶和剪刀等工具。

据介绍，长汀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红四军在
大量手工作坊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根据部
队之需建了几十家为部队服务的军需工厂，其中
就有红军斗笠厂。

“原本尖尖的笠顶，被改为缠藤的平顶，竹片
夹边改为竹篾缠边，竹叶原料再加一层油纸原
料，斗笠面上还刷上桐油并印上‘工农红军’四个
大字，笠面左右两边各刷上一个鲜艳的红五星。”
长汀地方党史专家赖光耀说。

这些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红军将士
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不少红军将士在后
来的回忆文章中，满怀深情地提及这种具有显著
苏区特征的斗笠。

草鞋 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
与斗笠相比，草鞋是长征期间红军更重要

的战略物资。“只有草鞋这种容易就地取材，制作
简单的廉价鞋子才能使红军在当时的环境条件
下，翻山越岭不断远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义
务红色讲解员钟鸣说。

红军从长汀出征前，苏区百姓日夜加班加点
赶制草鞋。“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心。
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这首歌谣是
红军与苏区百姓鱼水情深的历史见证。

绑腿 最耀眼的装备之一
据史料记载，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的

第一套军服除了军帽、上衣、裤子之外，还有一
副绑腿。“长距离行军，一天下来血液都下积到
腿部，双腿就会酸痛不已，打上绑腿，促进血液
回流，能有效减轻腿部酸痛。”长汀县博物馆讲
解员钟佩璇说。

“当时红军主要都是依靠徒步行军，所以绑腿
也就成了红军不可或缺的个人重要装备。”钟佩璇
说，“绑腿的作用很多，比如紧急情况下可以当作绷
带包扎伤口或作为三角巾固定骨折部位，几根绑腿
连接起来可以作为绳索来用。”

红军的长征历程，有着太多艰辛的记忆。但
那也是一个民族走向希望的光辉历程……

（新华社福州6月19日电 记者李松 梅常伟 刘斐
陈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