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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股权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9月9日上午10：30在海口市国贸大

道49号中衡大厦17层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下列标的：一、拍卖标的：北京浩盛
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40%的股权，
参考价：501.82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9月6日在标的所属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展示，公司注册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13楼C座。三、办理竞买
手续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9月6日17点前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四、特别说明：（1）该标的按现状拍卖，股权
过户所有税、费由买受人承担。（2）竞买人于2019年9月6日17点前缴纳

竞买保证金50万元至委托法院执行款账户（以银行到账为准），经确认后持
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湖北省宜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账号：570367113669。
交款单备注栏注明：（2016）鄂05执365号之三十二号案竞买保证金。（3）
买受人支付成交价款的期限：拍卖成交之日起15日内竞买人将成交价款
支付至委托法院执行款账户。（4）与本拍卖标的有关人员（案件当事人、优
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买。所涉企业其他股东报名参加竞买的，享有同
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如不报名参加竞买的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不
参加竞买亦可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拍卖公司联系人及电话：
吴女士0898-68523808、13307551678；法院监督电话：0717-6344780。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4日

声 明
本人詹汉钦现声明：2018年8月21日，本人向海南金泰世纪地产

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内容如下：本人詹汉钦与贵公司因施
工工程款事项,贵司将位于海口市海甸五东路3号金泰世纪花园4号
楼302房抵扣工程款备案至本人名下，后经结算贵司将全部工程款以
现金方式支付给本人，并已结清。现本人同意将上述房屋退回贵司,并
愿意配合贵司前往住建部门办理撤销房屋备案等相关手续。上述承诺
书侵犯了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承诺书中涉及的海
口市海甸五东路3号金泰世纪花园4号楼302房系海南金泰世纪地产
有限公司向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抵偿工程款而来，房屋权属属
于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人无权处置，且承诺书所书内容与
事实不符，给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鉴于此，
本人撤销上述承诺书，自本人声明之日起，该承诺书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詹汉钦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变更公告

我局于2019年8月16日在《海南日报》B05版刊登《文昌市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8号），现
因故将公告的有关内容变更如下：1、申请人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提交
书面申请原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至2019年9月12日，现更改为：
2019年8月24日至2019年9月20日。2、交纳竞买保证金原截止时间
为2019年9月12日17时00分，现更改为：2019年9月20日17时00
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竞买资格原确认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
17时30分，现更改为2019年9月20日17时30分。3、挂牌活动原时
间为2019年9月5日8时00分至2019年9月16日10时00分，现更改
为：2019年9月13日8时00分至2019年9月23日15时00分。4、查
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变更为：http://zw.hainan.
gov.cn/ggzy/。5、其他事项不变。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24日

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
《光荣牌悬挂服务管理工作规定（试行）》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梅世雄）为进
一步规范光荣牌相关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
印发《光荣牌悬挂服务管理工作规定（试行）》。

《规定》是对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
作实施办法》的落实和细化。

据了解，国务院部署悬挂光荣牌工作以来，
各地认真落实要求，有序推进各项工作。截至
目前，全国共为3958万余户对象家庭悬挂了光
荣牌，有力弘扬了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推进了军
人荣誉体系建设。但在悬挂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如异地悬挂如何办理，对不珍惜荣誉
恶搞光荣牌的行为如何处理，工作部门在悬挂
光荣牌过程中的职责等等，需要从政策层面予
以明确。退役军人事务部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
真全面梳理，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基础上，制
定出台了《规定》。

《规定》包括总则、悬挂范围、组织实施、生产
制作和分发、监督管理、附则等6章，明确了给谁
挂、谁来挂、怎么挂、怎么管等具体问题，规范了
光荣牌制作、新发、补发、更换、收回、取消和恢复
悬挂等全部工作流程，细化了各个环节的操作程
序和工作标准。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将继续推动国有景区降价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孙少龙、余俊

杰）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23日表示，文
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动国有景区更
大范围、更大力度降价，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
费潜力。

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王晓
峰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消费支出103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9%，占人
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0%；预计国内旅游30.8
亿人次，收入 2.78 万亿元，分别增长 8.8%和
13.5%；入境旅游7269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649
亿美元，均增长5%，居民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扩
大、十分活跃。

“去年6月，发展改革委已经推动981个国有
景区在‘十一’长假前出台免费开放或降价措施。”
王晓峰说，目前已有南京、杭州、青岛、成都等多个
城市采取了演出门票打折、积分奖励等惠民措施
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

王晓峰表示，为提升消费便捷度，应提升
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移动网络覆盖水平，在具
备条件且用户需求较强的地方，优先部署 5G
网络。到 2022 年，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
要实现互联网售票和 4G/5G 网络覆盖，覆盖
率超过90%。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还将在提升入境旅
游环境、推进消费试点示范、丰富产品供给、推
动景区提质扩容、发展假日和夜间经济、促进产
业融合发展和加强市场监管执法等方面推出一
系列措施，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一）
8月 17日上午，拿着即将于9

天后过期的身份证，西安小伙朱智
文走进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办
证大厅，希望换领一张新身份证。

能不能办？朱智文心里没底。
一来他只是来广州公司总部参加培
训，并非长期工作生活于此；二来自
己服务的二级公司也不是在广州注
册的，不太符合在广州异地办理身
份证的条件。

他决定碰碰运气：如果办不了，
就回家办！

从广州到西安，1600多公里，
飞机两个多小时，高铁 7 个半小
时，普速列车22小时，往返一趟得
耗时三四天，花费 500 至 2000 多
元不等。

“不管哪种方式，都是花钱花时
间，而且耽误工作。”朱智文说。

办证过程比他想的顺利得多。
户政民警彭素云在了解朱智文的情
况后，只让他填写了一份在广州居
住的声明书，便受理了他的申请。

填表签字、录入指纹、微信缴

费，短短10分钟，朱智文就办好了
全部手续，拿到了回执单。

从过去的三四天到现在的10
分钟，身份证异地办理使很多像朱
智文一样的人免去了人在“证”途的
奔波之苦。

“过去不能异地办理身份证，症
结在于各地户籍数据库不相通，无
法异地核实身份。”彭素云说，如今，
信息通了，能让数据多“跑”的路，群
众都不用再跑了。

过去，对很多身在异地奔波打
拼的人来说，都经历过身份证丢失、
到期“说不出的痛”：千辛万苦回去
一趟，费钱费时费力，万一资料不
全，白跑一趟。来广州工作3年两
次丢失身份证的张苗，品尝过补办
身份证的两种“滋味”。

张苗的老家是河北保定。2016
年，刚到广州工作的她丢了身份证，
打听了一圈，她只有一个选择：回到
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

“当时恰逢春运，我只好提前请
了假，在火车站办理了临时身份证
明乘车回家，这才把证补办好。”张
苗回忆。

然而，2017年8月，张苗的身份
证又丢了。这次，刚出台的“身份证
异地办理政策”救了她的急。人不
用回去，家里的户口本寄来即可。
张苗很快让家人把户口本寄过来，
在办证大厅提交了全部资料，1个月
后收到了新证件。

（二）
身份证办理的相关事，看似小

事，却是习近平总书记挂在心头上
的民生大事。

2015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强调，
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
报和丢失招领制度，是一项便民利
民服务举措。并通过了公安部研
究起草的《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
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
的意见》。

公安部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
为动力，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创
新居民身份证服务管理机制，“让信
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身份证
异地办理改革进入快车道——

2016年7月，全国大中城市和
有条件的县市启动居民身份证异地
受理，老百姓不用千里迢迢来回奔
波补办身份证；

2017年7月1日，公安部宣布
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
丢失招领制度在全国全面实施；

2019年3月，公安部进一步简
化办理流程，户口本不再列为必需
材料；

……
从本人跑到户口本“跑”再到数

据“跑”，短短几年间，身份证异地办
理的流程一再简化。

“身份证丢了、到期了，在居住
地就近随到随办，从一条街走到另
一条街，只要十几分钟。”公安部治
安管理局局长李京生表示。

这是一张惠民的成绩单：截至
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共设立居民身
份证异地受理点2.6万个，累计异地
办理居民身份证逾2800万张。

（三）
科技+互联网，正不断改变政务

服务模式。在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

分局办证大厅工作17年的彭素云
告诉记者，以前窗口只受理广州市
民的办证需求，如今则要服务近千
万流动人口，任务重了很多，但她表
示相信，智能终端将减轻工作负担。

在办证大厅一楼的自助办证
区，彭素云指着其中几台机器对记
者说，现在广东省内户籍居民都可
以在这几台智能终端上完成全部办
证流程。

全国异地受理、群众就近换领
补领挂失、相片“多拍优选”……小
小身份证，连接亿万民众，情暖千家
万户。

记者了解，近年来，公安部着眼
群众需求，通过多种措施全面提升
身份证管理水平。身份证登记指纹
信息工作的全面推进、失效身份证
信息系统的建成，为防止身份证被
冒用加上了一道“双保险”；同时，会
同社会用证部门建立健全联动机
制，要求用证单位认真履行核查义
务，防止伪造、买卖、冒用身份证等
行为给群众权益带来损失。

(新华社广州8月23日电 记者
毛鑫 熊丰)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第十二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 8 月 23 日在吉林长春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东北亚是全球发展最具活力
的地区之一。共建“一带一路”为拓展和深化
地区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强调，当前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
利条件不断累积。本届博览会以“增进互信合作，
开创东北亚美好新未来”为主题，反映了各方对

实现地区繁荣发展的一致向往。希望各国政府、
机构和企业代表用好这一平台，汇聚共识、推进
合作、扩大成果，携手开创东北亚新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向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致贺信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2019年，新中国迎来70周年华

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关键之年，
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

风雨砥砺，春华秋实。70年来，
中国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
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
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
伟大奇迹。

发展基础不断筑牢
经济规模连上台阶

首都北京，天安门往南46公里，
如同凤凰展翅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航站楼熠熠生辉。前不久，新机场
如期竣工，并将在9月 30日前正式
通航。

南国之滨，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
大桥如同巨龙飞腾在大海之上，联通
香港、澳门、珠海三地，展现气贯长虹
的“中国跨度”。

这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新时代，这
是催人奋发向前的新起点。

70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弹
指一挥间。但中国人民在这个时间
段内，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
历史。

这是经济规模连上台阶的70年
——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195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7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1986 年经济总量突破 1
万亿元，2000 年突破 10 万亿元大

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
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
世界第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
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
续跨越 70万、80万和 90万亿元大
关。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GDP比
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

这是发展基础不断筑牢的70年
——

我国粮食总产量由 1949 年的
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
吨，从“靠天吃饭”，到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里，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当
今中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
产量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
升。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服务业逐
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这是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70年
——

我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
1978年的 1.8%上升到2018年的近
16%。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位居世
界前五大经济体之首，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接近30%，是世界经济增长
的最大贡献者。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经济奇迹世界瞩目。

厄瓜多尔外长何塞·瓦伦西亚评
价说，70年间，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
强，在国际舞台发挥日益重要的作
用。中国的发展令人惊叹，也给世人
带来启迪。

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经济发展更有质量

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分享过一
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在北京用餐结束
时想用信用卡结账，没想到中国同事
已经用智能手机付了款。

不只是科鲁格，今天每一位来中
国的客人，仅从“手机支付”“共享单
车”“快递外卖”等衣食住行的日常片
段，就能深切感受这里的经济活力和
发展动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发
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
增强，经济发展更有质量。

70年发展，中国经济结构更优。
我国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实

现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
展的转变；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
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
力的转变；区域发展空间逐步拓展，
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区域结
构优化重塑。

70年发展，中国经济动力更强。
从“东方红”卫星到“天宫”游太

空，从国产航母下水到“蛟龙”深海探
秘，中国创新实力持续跃升。

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
“201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7
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
首位……今天的中国，创新已经成为
发展的第一动力。

70年发展，中国经济空间更广。
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

“走出去”，再到共建“一带一路”，我

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
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6 万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223
倍。同时，利用外资量增质优，成为全
球投资热土。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
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1350亿美元，
比1983年增长146倍，连续两年成为
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70年发展，中国经济后劲更足。
2018年，我国市场主体突破1亿

户，创业热情持续激发。展望未来，我
国有近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亿
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
源、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
稳、越走越宽。

民生福祉极大提升
经济发展更有温度

今年5月7日，陕西省政府宣布
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
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贫
困，226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
康的新生活。

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永恒
不变的初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始终
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
活实现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
弱，人民普遍贫困。按照2010年标

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
7.7亿人。经过多年不懈奋斗，贫困人
口显著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取得
显著成就。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
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过去6年共减
少8239万人。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
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对全球减贫
贡献超过70%。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水
平不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和消
费水平都很低。1949年，我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2018年达
到2822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近60倍。

随着收入较快增长，居民消费能
力显著提升。2018年，我国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达到19853元，扣除物价
因素比1956年实际增长28.5倍。

——社会保障不断加强，织就广
覆盖的民生安全网。

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
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
度逐步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党的
十八大以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
快构建，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201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人数41848万人，比1989
年末增加36138万人；基本养老保险
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
回望过去，中国经济创造奇迹、不断跃
升；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将破浪前行、
行稳致远。（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跨越
——共和国经济发展成就巡礼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

中方无意参加所谓
“中美俄军控谈判”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22日电（记者徐晓蕾）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22日说，中方已多次就
所谓“中美俄军控谈判”提议表明立场，现阶段中
方无意也不会参加所谓“中美俄军控谈判”。

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应俄罗斯要求、在中国支
持下召开中导问题公开会。针对美国宣称中国应
加入“中美俄军控谈判”，张军在会上强调，任何军
控谈判都应充分考虑各国整体军事实力，并遵循

“各国安全不受减损”这一国际军控基本原则。
张军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导致

条约失效，将对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欧洲和亚太
地区安全及国际军控体系产生深远消极影响。在
《中导条约》问题上，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拿中国
作为退约借口是不可接受的，中方拒绝美方的无
理指责。

张军说，美方在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前即宣
称计划加快中导研发和部署，并已于日前试射新
型陆基巡航导弹。中方强烈敦促有关国家本着高
度负责的态度，保持克制，切实维护现有军控体
系，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维护国际和地区和
平与安宁。

张军表示，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
策，中国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完全透明，中国的核政
策高度负责，中国的核武库规模极为有限，从不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针对美国无端指责中国发展中导力量，张军
强调，退出《中导条约》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推卸
国际义务的又一消极举动，其真实目的是自我松
绑、谋求单方面绝对军事优势。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罗德里戈·罗亚·杜特尔特将于8月28日至9月1日访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