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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5HN0053-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再次转让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家公司部分非上市股份。一、基本情况：本次挂牌的股份为四家企业
非上市股份整体打包转让，分别为1、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528000股股份；2、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47100股股份；3、
海南和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538200股股份；4、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601080股股份。具体详情见中天华信评报字（2019）第054号评估
报告和公司网站。二、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242.3473万元。三、公
告期为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7月30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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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ncq.cn）、E交易网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
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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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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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政府专题会审议通过，我局拟按程

序调整《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文昌市信访接待服

务中心项目”、“海南清澜航天国际医学中心项目”、“海南省文昌市月

亮湾北部起步区蝴蝶兰路和海棠路（北段）新建工程项目”、

“Wn2019-125号”和“文国用（2014）第W1600715号”地块规划地

类。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

示时间：30天（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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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信访接待服务
中心项目等五个项目用地《文昌市

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
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政府专题会审议通过，我局拟按程

序调整《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海垦东路农场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开垦）项目”、“东阁镇文林村委会耕地开垦项目”

和“冯坡镇下宅村旱改水项目”地块规划地类。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0

年 7月 3日至2020年 8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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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3日

关于进行《海垦东路农场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耕地开垦）项目、文昌市东阁镇

文林村委会耕地开垦项目、文昌市冯坡镇下宅村
旱改水项目用地《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政府专题会审议通过，我局拟按程

序修改《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文昌30万头生猪产

业链项目”、“文昌市会文镇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地块规划地类。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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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30万头生猪产业链
项目、文昌市会文镇污水处理厂项目用地

《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
部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分两次对 4G 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手机VOLTE(高清语音)及4G上网业务

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优化时间如下：

第一次：2020年7月7日0:00－6:00；

第二次：2020年7月10日0:00－6:00；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七月三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广场项目加装电梯方案公示启事

东方广场项目位于龙华一横路99号，现拟在项目西南角增加两
部电梯。经审查，该变更方案符合规划相关技术要求。为广泛征求相
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3日至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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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湾生态整治与修复
项目增殖放流技术支撑服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海口湾生态整治与修复项

目增殖放流技术支撑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日内

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到我司工程部报名了解

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止2020年

7月5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

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15203029841

王宁任福建省代省长
新华社福州7月2日电 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7月2日决定，
接受唐登杰辞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
任命王宁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新华社武汉7月2日电（记者李思远）受强
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乌江及三峡区间来水
明显增加，2日10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50000
立方米/秒。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此次来水达到洪水编号标准，“长江2020年第1
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鉴于当前长江流域汛情的严峻形势，根据
《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防御预案（试行）》规定，长江
水利委员会2日11时启动长江水旱灾害防御Ⅳ
级应急响应。

据预测预报，未来一周长江流域将有三次强
降雨过程，预计乌江中下游、清江及长江中下游
干流附近累计雨量100毫米至150毫米。受降雨
影响，向寸区间支流、乌江中下游、三峡区间、清
江、汉江中下游、洞庭湖湖区及长江中下游干流
将明显涨水，长江干流城陵矶附近地区、乌江中
下游及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长江委要求，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江苏、贵州等地的水利部门要进一步强
化责任落实，认真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做好监
测预报预警、水工程科学调度、堤防巡查防守，着
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确保水库
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
在长江上游形成

长江三峡枢纽开启泄洪深孔泄洪。新华社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愿检尽检”人群核酸检测
一般在24小时内报告结果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王秉阳）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7月2日公开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快提高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能力的通知》提到，要提高核酸检测的规范性
和时效性，对于“愿检尽检”人群的核酸检测，一
般在24小时内报告结果。

通知提出，对于发热门诊患者的核酸检测，
要在6小时内报告结果，争取缩短至4小时报
告；对于普通门急诊、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等人
群的核酸检测，原则上要在12小时内报告结果；
对于“愿检尽检”人群的核酸检测，一般在24小
时内报告结果。各地要统一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报告单格式，检测机构要通过自助打印、网
络查询、快递邮寄等多种方式，为受检者出具检
测报告。

此外，为应对可能新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
通知还要求各地做好核酸检测应对准备。包括
掌握本地区核酸检测资源和能力现状，做好核
酸检测能力储备并制订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
现疫情，能够迅速调集资源，短时间内迅速提高
检测能力。

尽锐出战
——面对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的

呼唤，一批批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奔
赴战场

9899万人——这是截至2012年
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总量。

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
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历史、
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短时间内让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均无先例。

打非常之仗，就要派最能打的
人。面对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的呼唤，
一批批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毅然奔向
一处处没有硝烟的战场。

2016年，在青海省盐化工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工作的“90后”共产
党员赵军章主动请缨参加驻村扶贫。

临出发前，他琢磨着，自己从小在
农村长大、熟悉农村情况，下去干扶贫
工作应该能比别人更快进入角色。

哪知道，到青海化隆县上吾具村
报到第一天，赵军章就傻了眼。村里
只有一条路，村民房屋十分破旧，驻村
工作队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最
让人失望的还是村民的精神状态，村
委会旁不大的小卖部里挤满了打扑克
的闲人。

召集村里党员开会，好多人根本
不来；宣传政策，赵军章在上面小讲，
村民在下面大讲；每次开会提出的事，
村民大多反对。村民们经常对他说的
话是：“你这么年轻，你懂啥？你能办
下啥事？”

怎么办？初来乍到的赵军章为了
打开村民的心房，想到了个笨办法
——多跑腿。接下来的时间，他每天
挨家走访。有的年轻人对他不理睬，
他就拉着老人聊天。走的次数多了，
村民们终于不再抵触，逐渐对他敞开
了心扉。

对村里情况和村里人诉求有了底
后，赵军章带着村民一起努力：争取资
金进行危房改造，发展中药材种植、土
鸡散养等特色产业，抓好党建激活人
心……慢慢地，村容村貌、村民心态都
发生了可喜变化。

2018年底，上吾具村一举摘掉了
贫困帽。村民们都说，是赵军章这样
的带头人凝聚了人心力量、改变了贫
困命运。

“山里凉，来喝杯热茶，暖和一
下！这是黑麋峰出产的拳头产品黄金
茶。”3月28日，湖南长沙桥驿镇在大
山里开起了展销会，黑麋峰村第一书
记周若愚亮开嗓子吆喝着，将一杯杯
香气扑鼻的黄金茶递到游客手中。

不到两个小时，周若愚带来的茶
叶销售一空。

在长沙市国资委工作的周若愚，
明年就要退休了。原本可以在机关里

“退居二线”的他，却主动来到黑麋峰
村这个曾经的省定贫困村，挑起了
104户贫困户脱贫的重担。

“我来，就是啃硬骨头的！”工作经
验丰富的他，深知贫困户最需要帮助
的就是扶智和扶志。采取合作社代养
模式帮助贫困户脱贫、手把手教村民
管理茶园、打造一支永远撤不走的工
作队……在周若愚的不懈努力下，黑
麋峰村焕发出崭新面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为
如山的责任、庄严的承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
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第一书记
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名。他
们坚守在全国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地
方，向贫困堡垒发起最后的冲锋。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生于斯
长于斯的老支书、老党员初心不改、砥
柱中流，千里驰援的第一书记、帮扶干
部尽锐出战、不胜不归，更有思念故土
的农民工党员、“能人”党员响应号召、
返乡“参战”。

安徽黟县塘田村，贫困一度如同
延绵的大山，世代横亘在塘田人面前。

走出过大山的老兵黄忠诚，退伍
后创业小有所成。2011年，黄忠诚不
再操持自己蒸蒸日上的木材生意，而
是回到家乡挑起村委会主任的重担，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
贫致富！”

他每天起早摸黑，把道路、供水、
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同时，充分利用
当地资源优势，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
让沉寂已久的荒山重焕生机。

2016年9月5日，在黄忠诚的不
懈努力下，塘田村茶叶专业合作社首
次分红，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
户的承诺。

手捧分红款，贫困户们却哭了
——因积劳成疾，黄忠诚突发脑溢血
倒在了分红现场……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
得出来，共产党员始终冲锋在前，不辱
崇高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不懈奋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

员啃硬骨、涉险滩，奋力向贫困堡垒发
起冲锋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
缺水少电……

走进大山深处的贵州遵义播州区
团结村，远远望去，一条绝壁上的“水
渠”仿佛蜿蜒的血管穿行在大山之间，
向周边群众输送着生命之水。

村民们亲切地把水渠称作“大发
渠”。正是在老支书黄大发的带领下，
村民们钢钎凿、风钻敲，硬是在峭壁悬
崖间，挖出一条近10公里的“天渠”。

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
高岩陡，雨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

缝流走，根本留不下来。温饱更是奢
求——有歌谣说：“山高石头多，出门
就爬坡，一年四季苞谷沙，过年才有米
汤喝。”

对于贫穷，黄大发有更深的体会，
自幼失去双亲的他吃村里的百家饭长
大，始终心系着这片土地和乡亲。带
领群众开山修渠、走出贫困，成为他一
生的梦想。

擦耳岩——意为在这里站立，人
的耳朵都要擦着岩石，其险峻可想而
知。修渠到擦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
绝壁无法测量。黄大发二话不说，把
麻绳系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
崖。大家看不到他，吓得大气都不敢
出。直到黄大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
证明自己没事，大家这才放了心。

“没有老支书黄大发带头，这个工
程修不起来！”当前后历经30余年修
建的水渠终于完工，清亮的渠水第一
次流进村里，大家捧着渠水喝不够：

“真甜啊！”
修一条渠，引来生命之水；筑一条

路，驱散贫困之霾。
小坝村，四川江油市最偏远的

村。群山阻隔、不通公路，让小坝人世
世代代受穷，村民用山货换袋盐，都要
翻过几个山垭。

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誓
要为村民找出一条“出路”。

1992年，乡里筹措资金号召村民
修路，时年24岁的青方华第一个站了
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村里8
名青年成立先锋队，带头背炸药，用钢
钎凿洞、雷管炸山，硬是建成了小坝村
第一条通村公路。

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只修通一条
山路远远不够，必须整体提升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当选村支书后，青方华
开始规划通组联户的路网，并郑重向
全村群众承诺——“一定要修好村里
的路，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为了实
现这个承诺，青方华一干就是18年。

一条条道路不断延长，一个个希
望不断萌生……到2016年，小坝村终
于打通了所有入户路。

路通了，青方华又带领村民们种
木耳、育香菇、养蜜蜂，想尽办法为村
民寻找致富门路。没想到，2016年
12月，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青方华
乘坐的车意外坠崖，48岁的他再也没
有醒来。

如今，小坝村已经脱贫，正一步一
步迈向小康。村民们行走在一条条浸
透着青方华心血的路上，目光坚定、脚
步不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牺牲与奋斗，
换来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地处中缅边界的云南瑞丽市勐秀
乡，“村官鸡”品牌小有名气。创立这
个品牌的，正是一名昔日的大学生“村
官”——段必清。

2009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段必清

考上“村官”，来到勐秀乡户瓦村工
作。小山村贫困群众的生活，让在城
市里长大的他深受震撼。如何找到适
合这里的脱贫产业？

经过调研，他发现山区生态环境
好、森林资源丰富，适合发展生态养殖
业。但是村民一直以来习惯了种植
业，对土鸡养殖不感兴趣。思来想去，
他决定自己先“试水”，只有自己成功
了，别人才有信心跟着一起干。

第一年养殖，从来没喂过鸡的段
必清交了惨痛的学费：1000只土鸡苗
死了近一半，卖鸡的钱还了租金、饲料
钱，不但没剩余，还欠下工人工资。

照书本学、上网查、多方请教养鸡
技术……段必清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不断摸索前进，逐渐成了当地家
喻户晓的“鸡司令”。加入养殖合作社
的村民，户均年增收数千元。

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后，段必
清没有离开。“通过养鸡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目标。尽管步履蹒跚，但我一直奋力
向前！”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沉淀
多少真情。那些浸透汗水的衬衫、沾
满泥点的裤腿、黝黑通红的面庞，是共
产党员们留下的最美印记。

决战决胜
——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

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3月 6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
规模的会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
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
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习近平总
书记话语铿锵。

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2012
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
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
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
上。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脱贫。”看似
简单的一句话，生动概括了广西乐业
县百坭村第一书记杨杰兴现在的工作
状态。

乐业县是广西目前尚未脱贫的8
个贫困县之一，对于扎根百坭村的杨杰
兴来说，脱贫攻坚不仅是一项必须完成
的任务，更是他对已故同事——百坭村
原第一书记黄文秀沉甸甸的承诺。

“纪念文秀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扶贫工作做好，以实际成效告慰
她。”接过黄文秀的“接力棒”，杨杰兴
成为百坭村脱贫攻坚路上的带头人。

受疫情影响，百坭村2000多亩砂
糖橘滞销，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
什么问题。”最忙的时候，为了联系销售
渠道，杨杰兴一天打上百个电话，手机
要充两三次电。长时间接打电话导致
耳朵发红肿痛，他就戴上耳机继续打。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方联系之下
砂糖橘打开了销路，老百姓紧锁的眉
头舒展了，杨杰兴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砂糖橘之战”暂告一段落，但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战斗”仍在继
续。帮村民干农活、了解村民家里的
新情况、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
杨杰兴一刻也不曾放松。

“三区三州”是脱贫攻坚最难啃
的“硬骨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正
是“三州”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来
袭让不少凉山州干部压力倍增，布拖
县乐安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正是
其中之一。

随着雨季来临，距离布拖县城仅
30公里的洛恩村“遭了殃”，刚抹平的
水泥路面被夜雨打得坑坑洼洼。木乃
什古硬是带人又干了一上午，才把被
雨水打烂的路面补了回来。

路面的问题解决了，各村贫困户
安全住房的建设任务仍然艰巨。虽然
村子离县城不算远，但当地本就吃紧
的建材仍然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
为了解决问题，木乃什古又带人从300
公里外的会理县拉回了5万多块砖。

每天只睡3个小时，睁开眼就开
始协调工作，就算感冒了也就是吃几
片药继续干……安全住房任务顺利完
成，这个“80后”却平添了不少白发。

疫情之下，有的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受阻，有的扶贫项目、扶贫车间复
工复产延迟……共产党员以时不我待
的强烈责任感和决战决胜的坚定意
志，争分夺秒、不舍昼夜，为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奋力冲刺。

——宁夏西吉县涵江村，第一书
记秦振邦一次次打开“脱贫清单”，确
认近期必须完成的任务：“3个村组4
公里路面要硬化，3户村民因房屋附
近滑坡要搬迁”；

——云南贡山县双拉村，党总支
书记王国才时不时到地里查看长势正
好的草果、魔芋、黄精，全力帮扶村里
最后两个贫困户；

——甘肃临夏市王坪村，第一书记
马兴文在村里一片烂草滩上新建成的
牡丹休闲苑里忙碌着，期望通过乡村
旅游为村民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

……
在已经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未

雨绸缪、夙兴夜寐，尽最大努力不让一
户群众返贫。

在还未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更
是殚精竭虑、冲锋在前，想尽办法不让
一户群众掉队。

在决战决胜的最前线，党旗始终
在高高飘扬……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记者林
晖 黄玥 孙少龙 谢佼）

初心赴使命 热血写春秋
——记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向贫困发起最后的冲锋。
无数共产党员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斗志，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克服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跨越难以尽数的重重关卡，带领贫困群众走上

向着美好新生活的康庄大道。
读懂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就能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