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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天安信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华融信达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弘信扬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惠通源致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信荣泰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信远致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达源志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博达智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信远达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金博天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中海天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智宸鑫源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信达汇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宜信安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鲲鹏翱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博通治闻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荣信泰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嘉懿擎宇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滕泰高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信达启智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宏邈智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通达致远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三亚普济励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亚智慧魔方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拟向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到以上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文昌市华塑科技产业园项目用地规划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

告》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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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至2019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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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行《文昌市华塑科技产业园项目用地
规划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佳益新城项目太阳能补偿申请公示启事

佳益新城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涯村海联制药厂北侧，已于2016年
12 月 02 日 取 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 证 号 ：
460100201600213）。根据海南泓景工程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太
阳能审查意见（泓审 2019 字 013 号），该项目太阳能补偿面积
150m2。经审，补偿后的方案仍符合规划要求，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7月
5日至7月1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5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96破1号

本院根据陈仕明的申请于2018年12月13日裁定受理海
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5月
7日指定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清算组为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9年8月26日前，向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22楼海南
维特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8976315180,联系人:陶战雷律
师助理，传真号码:0898-6853351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9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南楼五楼会议
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O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19)琼01破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翁坚桂、左敏、王鑫、马大庆、赵禹、李立忠、刘
艳霞、李晓虹、彭万杰、符史杰、熊伟、王婷婷、马庆贺、陈忠虎、王大
海、梁蕾蕾、刘海祺、孙乐胜、张华华、彭传云、李艳、刘磊、云金叶、李
长伟、张秀梅、卢喜亮、程桂丽、冯闻博、闻秋林、罗启贤、卢传斌、朱
凤荣、范晓东、莫春然、张清保、张英杰、王定、赵丽华、朱喜堂、廉群、
李清雄、符育壮、许雅妮、闫长学、刘瑞芹、邓咏霞、张维良、陈惠敏、
徐海灵、王裕军、赵琨、秦东平、林明星、白伟、吴淑华、徐芳、刘俊杰、
高尚、刘振、吴紫菀、周伟、吴慧芳、张伟、李佳、王瑛、李鹏、梁光冠、
钟理、李荣华、王讯、王玉春、韩长征、王燕、范裕新、黄双、王显红、杨
旭、林木云、陈文云、黄先益、纪术祥、周乃伟、魏继龙、张艳、李院清、
吴珠、薛青田、欧阳辉、李海峰、罗跃勤、林振和、符金蝶、陈永建、隋
学文、王远鹏的申请于2018年11月16日裁定受理海南秦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5月13日指定海南维特
律师事务所为海南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南秦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7月22日前，向海南秦江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17号
财盛大厦 22 楼;联系电话:18976315180; 传真号码:0898 -
6853351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二O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0107执1340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李南海与被执行人覃雄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9)琼0107民初386号民事
裁定书，查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覃雄吉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府城镇马鞍街 19 号琼山福利厂 D 栋 1302 房 (房产证号
HK204466)的房产。因被执行人覃雄吉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查封的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
查封的房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
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
驻外大使：

一、免去洪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陈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
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庞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常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宋爱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廖力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胡兆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许尔文（女）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王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易先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俞建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
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陈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
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凤凰嘴是著名的湘江渡口，位于
广西全州县凤凰镇。渡口不大，一艘
简易铁船固定在横跨湘江的铁索上，
人们依靠摆渡人拉动铁索过江。

80多年前，最后一批红军在这里
渡过湘江。当时涉渡宽约百米的江
面，犹如跨越天堑。

生与死之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
发后，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
调集重兵，在湘江东岸布下第四道封
锁线。红军在11月25日下达抢渡湘
江的作战命令。

抢渡中，红军在灌阳县新圩、全州
县脚山铺、兴安县光华铺阻击敌军。

12月1日，经过激烈战斗，红军
主力渡过湘江，然而，国民党湘、桂军

已会师湘江边，屏山渡、大坪、界首等
渡口相继失守，凤凰嘴成为湘江以东
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

幸存者回忆录中描述，当时正是
冬季枯水期，红军指战员们在刺骨的
江水中涉行。盘旋在上空的敌机不断
轰炸、扫射，敌人从四面八方拥来，炮
弹呼啸着落在河滩上，红军战士向对
岸冲去，在枪林弹雨中，有的成批倒
下，有的被水流卷走。

96岁的蒋济勇就住在凤凰嘴渡
口附近，他忘不了当时情景：“两架飞
机距离江面很近，不停扔弹，还打机关
枪。许多红军被炸死在岸边、江里，有
的遗体被江水冲到下游。战争结束
后，村民们掩埋红军遗体都埋了好几
天。”

“上世纪70年代，群众在附近修
水渠时，挖到不少红军遗骸。直到去

年，我们在江边还发现了一具红军的
遗骸。”凤凰镇镇长胡年华说，战后，当
地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
湘江鱼”之说。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
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信仰的力量

牺牲如此壮烈。这是一份用生命
向信仰交出的答卷。

红三军团第六师之第十八团，
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
队。他们与桂军三个师展开激战，
终于完成掩护红八军团大部渡江的
任务。可是，该团在撤退中被桂军
分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
烈牺牲。

没能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第34
师战至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师长陈树
湘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二师五团

政委易荡平在此牺牲时，才26岁。
红八军团渡过湘江集结时，仅余

1000余人。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
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
事》中记录了该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
文骅的故事。莫文骅这样描述抢渡湘
江的情形：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
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不能考
虑生命安全了。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
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
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
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
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
战争的胜利……

一位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说，正
是怀着建立美好新社会的崇高理想，
红军将士才会不惜一切，不惜生命。

未完的答卷

立于凤凰嘴渡口，望着奔流的湘

江，记者心潮难平。兴安县专家陈兴
华说，他接待过许多寻访历史的中外
人士，他们都想解答同一个问题：在那
么恶劣的环境下，在如此悬殊的力量
对比下，红军靠什么渡过湘江、突破敌
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关于湘江之战，我们还需要深入
研究更多细节。”他说。

如今，湘江上建起了水电站，高
速公路把各县连接了起来。胡年华
镇长指着当年红军涉渡处的江面对
记者说，那里正在修建一座“凤凰
嘴大桥”，预计明年竣工之后，老渡
口将停用，依靠人工摇船渡江将成
为历史。

他还说，这座桥梁建成后，将以
红色为装饰基调，“虽然渡口不在
了，这段红色历史也要一代代传承
下去。”

（新华社南宁7月4日电 记者朱超
夏军 张瑞杰）

最后的湘江抢渡：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答卷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启动以来，各中央指导组迅速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央有关部署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注重
方式方法，坚持标准、严督实导，不断
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主题教育深入健
康有序开展。

推进中央部署往实里落

在主题教育中设立指导组开展督
促指导工作，是确保主题教育不走样
不跑偏的有力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央指导组要进行巡回指导，加
强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主题教
育的督促指导。”

主题教育启动之初，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就召开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对中央指导组进行思想
动员和业务培训。

各中央指导组认真把中央精神领
会好、传达好、贯彻好，指导联系单位
制定好实施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
不折不扣把中央精神贯彻到主题教育
全过程各方面。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作为中央指导组，必须先学一

步、学深一些，理应比被督导单位研究
得更深、琢磨得更透，才有资格督、有

能力导，否则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一位指导组成员深有感触地说。

有的指导组还在参加集中培训的
基础上，组织组内成员开展集中学习
和个人自学，通过反复研读中央文件、
领导讲话和政策规定，深化思想认识、
明确职责任务。

审阅方案、严格把关——
第14指导组严把审阅关，针对8

家单位均为宣传口单位的实际，提出
方案中要体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第22指导组在一一审阅实施方
案后，围绕“结合”与“贯穿”两个重点，
召开所联系单位实施方案修改指导
会，修改完善各单位实施方案；

第34指导组对企业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严格把关，要求突出各自特色，
防止“千人一面”。

及时指导、有力督促——
各中央指导组紧扣主题主线，紧紧

依靠党委（党组）开展工作，注重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环环相扣、步步深入。

第26指导组分别到7家联系单
位开展个别访谈，重点了解联系单位
存在的最集中、最迫切的问题和目前
可以解决的问题，谈话对象本人及其
分管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开
展主题教育的意见建议，为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提供精准靶向；

第12指导组要求各联系单位制
定“集中学习研讨”“调查研究”“专题
党课”3个专门工作方案，列出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的初步问题清

单，推动四个方面措施要求贯穿始终。

指导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注重方式方法，力求取得实效。
各中央指导组求真务实，在吃透中央
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
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聚焦实际，分类施策——
第17指导组督促联系单位做好

结合的文章，既围绕初心和使命提高
思想认识，也针对各自职能投身工作
实践，既解决中央明确的专项整治问
题，也结合行业单位实际解决社会关
注的突出问题；

第32指导组负责联系7家企业，
因企施策，指导企业领导班子进一步
振奋精神、干事担当，找准企业生存发
展的关键核心问题，推动找到解决问
题的措施和路径。

督在要害，导在关键——
第29指导组深入二级企业调研

了解情况，召开部分企业主要负责人
座谈会，对企业负责人、职工代表进行
个别访谈，就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干部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听取
意见建议；

第10指导组要求联系单位统筹
安排，把握工作节奏，既要抓紧更要搞
扎实，不着急赶进度，保持充分的学习
时间，学习形式不搞得太花哨，确保每
一项措施都做好做到位；

第15指导组组长逐一与所联系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当面沟通，对一把

手投入精力不足的单位及时督促，组
长、副组长参加所联系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出席的所有会议活动，现场点评
并提出指导意见。

对标精神，校准偏差——
第17指导组及时指出并纠正联系

单位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对有的单位拟
一周之内外请4次专家作辅导报告，只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本领域重要论述、
学习初心使命的论述不够就匆忙下去
调研的安排等及时指出改正；

第18指导组就联系单位主题教育
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时调整工作力量，
重点对“薄弱地带”“薄弱环节”加大指
导力度，针对有些发言只联系业务、不
联系思想，要求他们从理想信念、宗旨
意识等方面谈认识体会和找差距。

加强自身建设往严里抓

各中央指导组坚持把自身建设摆
在突出位置，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
为开展好督促指导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建章立制、从严管理——
第1指导组临时党支部根据指导

工作开展情况不定期召开会议，重要
工作由支委会或支部全体会议集体讨
论决定；

第18指导组将开展指导工作作为
党性考验和服务中心的过程，从严管理、
尽职尽责。每周召开碰头会，沟通联系
单位开展情况，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职责明确、有条不紊——
第32指导组制订工作制度和工

作方案，结合组员的工作经历、专业背
景，明确任务分工，提出纪律要求，开
展工作忙而不乱、富有成效；

第4指导组建立联络工作机制，
分3个小组保持与所联系3个省份主
题教育办的日常联络沟通，掌握动态
情况，工作有分有合，有效抓好落实；

第6指导组建立了驻地联络员机
制，组长、副组长进行巡回指导，确保
一段时间内所指导地区都有人员跟踪
指导。

任劳任怨、作风优良——
第16指导组连续加班加点，全情

投入、干劲十足，自我加压、毫无怨言，
多名同志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坚持
工作；

第30指导组严格遵守廉洁纪律，
与所联系企业“零物质”接触，坚决杜
绝向联系企业对象打招呼，为本人或
亲友谋私利、办私事。

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普遍反映，
中央指导组接地气、作风好，不搞形式
主义，不要求反复报材料、来回折腾
跑，减轻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负
担，为他们以良好的作风开展主题教
育树立了榜样。

记者了解到，各中央指导组下一
步将紧紧围绕提高思想认识、落实领
导责任，聚焦主题主线、深化学习教
育，找准找实突出问题，抓好整改落
实，提高质量、确保实效等方面加强督
促指导，确保主题教育在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严督实导 务求实效
——中央指导组深入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督促指导工作综述

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
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扩容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于佳欣、张紫芫）
记者4日从商务部获悉，关于新设6个自贸试验
区、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有关情况，商务部
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履
行有关程序。

日前，在G20大阪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
列重大开放举措，其中包括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等内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新设自贸试验区和增设上海自贸试验
区新片区，将进一步优化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布局，
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开展差别化探索，形成更
多、适用面更广的改革试点成果。

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自贸试验
区建设提出要求，要求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
则，支持自贸试验区在改革开放方面更多先行先
试。上周末，中国发布了2019年版的全国和自贸
试验区两张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
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开放。

高峰还说，目前，外商投资法的相关配套法规
已列入国务院2019年立法计划。商务部正在积
极配合司法部做好相关配套法规制定工作，细化
外商投资法确定的主要法律制度，形成可操作的
具体规则。

他表示，在此过程中，将就配套法规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积极考虑
合理化建议，把外商投资法确立的投资保护、投资
促进、投资管理等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我们在不断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将继续致
力于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营造更好的
环境，分享更多的中国发展机遇。”高峰说。

商务部：

如中美达成协议
美方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于佳欣、王雨
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日表示，美国对中国输
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如
果双方达成协议，美方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在日前结束的G20大阪峰会上，中美两国元
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
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对于美方关于未来中美贸易协议要向利于美
方方向倾斜的说法，高峰表示，中美经贸合作的本
质是互利共赢。中方始终强调，要秉持互相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磋商。“如果达成协议，应该
是双向平衡、平等互利的，中方的核心关切必须得
到妥善解决。”他说。

高峰强调，希望双方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照
顾彼此合理关切，寻求达成互利共赢的解决办法，
为两国和全球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贸易投资
环境。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7月4日，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街道紫东苑
小区，志愿者（右）给社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在红旗街道紫
东苑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居民
讲解垃圾分类知识以及可回收垃圾智能回收房的
投放流程和操作方法，提高居民垃圾回收参与率、
分类准确率，进一步保护社区环境。 新华社发

石家庄：“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