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 检校：叶健升 邝才热A09 时政

■■■■■ ■■■■■ ■■■■■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
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自2022年1月1日
起施行。

《办法》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基
础制度建设的决策部署和证券法
要求，总结试点经验，通过依法明
确基本流程、严格限定适用范围、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证券期
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公开
公平公正实施，切实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提高执法效能、防范道
德风险，实现良好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

《办法》共21条，主要规定了
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26日至28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连日来，全军上下迅速
兴起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热
潮。广大官兵表示，一定要悉心领悟
习主席对人才的特殊情怀、特别关切，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和中央军
委决策部署上来，全面做好新时代人才
强军各项工作，更好肩负起强军事业赋
予的时代重任。

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
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是新时代人
才强军实践的凝练升华，也是建党百年
军事人才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在军委
机关各部门和各大单位，大家采取集体
组织、个人自学、讨论交流等多种形式认
真研读，深刻感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立起
了锻造新型军事人才的新目标、新愿景、
新格局，发出了打好人才攻坚仗、主动仗
的动员令，标志着人才强军战略迈入深

入实施、体系推进的新阶段。
许多机关干部谈到，要立足自身职

能使命，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人
才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把能打仗、打胜
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向
世界军事前沿、面向国家安全重大需求、
面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方位培养用
好人才，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
革，贯彻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加强人才
工作，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
和支撑作用。

战区作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对做
好新时代我军人才工作有着特殊责任。
在各战区，大家围绕用好联战体制打造
联合人才展开学习研讨，表示要坚决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战略安
排，聚焦主战职能搞好规划设计，加强联
合岗位实践，推开联合资质认证，与院
校、军种衔接合力，加速军事人员队伍全
面转型升级。

“政治标准是我军人才第一位的标
准，政治要求是对我军人才最根本的要
求。”在各军兵种，大家表示，要坚持党管

干部、党管人才、组织选人，立起政治标
尺，从政治上培养、考察、使用人才，筑牢
官兵忠诚核心、听党指挥的政治底色，确
保培养和使用的人才政治上绝对过硬。

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
大学，大家就如何坚持走好人才自主培
养之路展开热议，表示要坚持面向部队、
面向战场、面向未来，积极探索高素质军
事人才培养新路径、高水平人才队伍建
设新模式，切实发挥好军队人才培养骨
干作用，为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作出更
大贡献。

当好新时代的伯乐

“知人才能善任，考准才能用好。”陆
军防化学院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
精神，与正在进行的军官和文职人员年
度考核贯通起来，全面考察他们的政治
品质、专业能力、担当精神、工作实绩和
廉洁自律情况，科学准确地组织评价，为
党委选人用人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指挥引导
师高良伟，是一名由歼击机飞行员改装

的特种机战勤人员。得益于人才培养的
创新举措，像他一样的飞行员有了更加
广阔的舞台。高良伟所在部队领导表
示，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树立
强烈的人才意识，当好新时代的伯乐，打
造人才成长“快车道”，让更多“千里马”
脱颖而出。

“要紧盯打赢，培养具有信息化素养
的复合型、技能型军士，夯实部队战斗力
基石。”第78集团军某旅连续5年开展

“最美工化兵”典型人物评选活动，旅长
张延华介绍，近年来他们为专业人才的
成长规划清晰合理的路线图，引领军士
人才群体接续壮大。

37名大学生士兵提干，17名优秀士
兵保送入学……梳理近年来育才成果，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人力资源科科长
高迪表示，将在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
才储备上持续用力，努力创造人人皆想
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
好局面，把广大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

冬季士官选晋工作中，武警辽宁总
队沈阳支队坚持把保留骨干人才放在首

位，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把能打
仗、打胜仗作为根本要求，拟选晋对象均
为党员骨干、技术能手和“兵专家”，军事
考核成绩达到了良好以上，民主测评推
荐率达到100％，立起靠实干立身、靠实
绩进步的鲜明导向。

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
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开展补差强化训
练、联勤保障部队某部文职人员进行专
业技能专攻精练、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
队实施特战练兵……学习贯彻习主席重
要讲话精神，各部队普遍结合演训任务，
突出加强实践历练。

火箭军某旅近日正围绕单装单项和
流程操作实训实练。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沈卫星表示，他们聚焦实战需求锻造精
兵，发挥好骨干人才酵母作用，突出在创
新训法和研究战法上下功夫，营造“人人
争锋、架架争赢、岗岗创优”浓厚氛围，不
断提升官兵备战自觉和训考成效。

正在亚丁湾执行第39批护航任务的

海军陆战队某旅特战队员表示，作战、训练
实践是最好的磨刀石，一定不断挑战自我，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学习积累，在大风大浪
中摔打磨练，不断砥砺打仗本领，锤炼过硬
作风，锻造永不卷刃的尖刀。

海浪滔滔，海军某潜艇支队任务艇
拉响战斗警报，全艇官兵紧急奔向战位，
艇长文学星率领全艇官兵突破层层封
锁，抓住战机反守为攻，击沉目标舰艇；

寒风猎猎，空军雷达某旅“红色前哨
雷达站”组织一等战斗值班等级转进演
练，雷达操纵员、中士周永平和战友们从
容应对处置空情，一个个空情通过自动
化系统源源不断上报；

夜色茫茫，西部战区某部新质作战
力量依托新型信息指控系统，开展联合
作战实兵实弹演练。突击渗透悄无声
息，侦察结果实时共享，远程火力精准覆
盖，作战行动直捣“敌巢”……

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
壮筋骨、长才干，广大官兵投身强国强军
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

（新华社北京 11月 29 日电 记者
梅常伟）

全方位加强人才工作 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
一是明确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

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原则，规定证券期货行政
执法当事人承诺是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对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
调查期间，被调查的当事人承诺纠正涉嫌违
法行为、赔偿有关投资者损失、消除损害或者
不良影响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
可，当事人履行承诺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终止案件调查的行政执法方式，规定其
实施应当遵循公平、自愿、诚信原则。

二 是 规 定 适
用证券期货行政
执法当事人承诺
的基本流程，包括
申请、受理、协商、
确定承诺金数额
并签署承诺认可
协议、履行承诺认
可协议、中止调查
以及终止调查等。

三是明确不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
人承诺的情形，包括：当事人因证券期货犯罪
被判处刑罚或者被行政处罚，未逾一定年限；
涉嫌证券期货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涉嫌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影
响恶劣；没有新事实、新理由就同一案件再次
提出申请，或者因自身原因未履行或者未完全
履行承诺，就同一案件再次提出申请，以及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基于审慎监管原则认
为不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其他情形。

四是明确承诺金的使用和
管理方式，规定投资者因当事
人涉嫌违法行为遭受损失的，
可以向承诺金管理机构申请合
理赔偿，也可以通过依法对当
事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等其他
途径获得赔偿；已通过其他途
径获得赔偿的，不得就已获得
赔偿的部分向承诺金管理机构
申请赔偿。

五是明确监督制约机制，包括：证
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工作办理
部门与调查部门相互独立；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集体决策制度，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并经相关负责人
批准后执行；负责证券期货行政执法
当事人承诺工作的人员应当遵守相关
工作纪律和回避规定；对于违背诚信
原则的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实施
相应的信用惩戒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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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坐落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0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0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0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1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0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2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30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3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3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3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3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13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3号车库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4号车库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5号车库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0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层21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层21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层21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层21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层21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层216号铺面

不动产权证号
HK161519

HK161518

HK161517

HK161480

HK161481

HK161482

HK161483

HK161484

HK161485

HK161486

HK161487

HK161488

HK161498

HK161497

HK161496

HK161495

HK161494

HK161493

HK161492

HK161491

HK161490

HK161489

HK161508

HK161501

HK161502

HK161503

HK161504

HK140257-1,HK140257

HK140258

HK140259，HK140259-1

HK161479

HK161477

HK161476

HK161474

HK161473

HK161471

HK161469

HK161468

HK161475

HK161472

HK161470

HK161467

HK161465

HK16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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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坐落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层21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1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1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0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2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0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3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4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0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1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2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3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4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5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6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7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8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59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60号铺面

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海华庭261号铺面

不动产权证号
HK161462

HK161461

HK161460

HK161458

HK161429

HK161437

HK161435

HK161433

HK161432

HK161430

HK161440

HK161439

HK161438

HK161427

HK161431

HK161436

HK161441

HK161443

HK161454

HK161452

HK161450

HK161449

HK161446

HK161428

HK161426

HK161425

HK161424

HK161423

HK161422

HK161421

HK161420

HK161419

HK161418

HK161459

HK161457

HK161456

HK161455

HK161453

HK161451

HK161448

HK161447

HK161445

HK161444

HK161442

附表：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张群辉与被执行人包萌、林金田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红城湖路109-8号榆

海华庭的85套铺面以及3套车库(详见附表列明的房号)的不动

产权办理登记至申请执行人张群辉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

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

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联系人:蔡清霞 联系电话: 66761630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设计人员1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岗位要求

岗位职责：负责会展活动的场地平面图、3D创意设计工作。

任职条件：本科以上学历，平面设计、美术等相关专业，有

一定审美能力，能熟练运用Photoshop、Coreldraw、ai等设

计软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无色盲色弱，身心健康，符合

国家公务员录用健康体检标准和招聘岗位职业健康规范标

准。工作主动热情，有恒心和责任心，逻辑性强，注重细节，善

于与他人合作。

二、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作品及相关证书、证件等发邮件至

125215509@qq.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

院校）。截止时间2021年12月10日。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

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全媒体运营中心综合管理部

联系电话：凌女士 0898-66810797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招聘公告

海口江东湾数字创意谷项目
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银色海岸置业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江东湾数字创意谷项目
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JDWH-01-A02地块。根
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
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
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地上建筑面积的3%奖励，奖励面积共
计3978.36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
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10天（2021年11月
30至 2021年 12月 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
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
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1月30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11217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2月16日10时起至17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
com）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三亚市河西区解放路华宝
石大酒店第五层东南侧（现第五层北01房）、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
开发区万勃温泉山庄 2 号楼 4- 401 房，建筑面积分别为
274.97m2、172.55m2，参考价分别为 12000元/m2、28000元/m2。
保证金：100万元每套。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
所产生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展示时间：2021年12月6日
至15日。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有意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12月15日17时前与我司联系，预约查看标的时间，并于
拍卖会前在阿里拍卖资产处置平台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按淘宝
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
国际金融中心6层；电话：0898-66736719、18976476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