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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海南省吸烟与健康协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登
记号：琼社证字第263-A1号，声
明作废。

海南省吸烟与健康协会
2022年6月20日

遗失声明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昌江中学图书馆综合楼项目，其
技术资料章“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昌江中学图书馆综合楼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不慎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海口新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AKXK5T）遗 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冯宗庆不慎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一 本 ，编 号 ：
460106103205080055，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江南社区居委会
原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儋州市雅星镇大讲村民委员会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永茂农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5787189
752）因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漆敏贞购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G9栋1303房，现遗失该房
屋 的 购 房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CML000060867，特此声明作废。
●梁小妹（身份证：460027199808
043721）不慎遗失海南省卫生健
康学院护理专业中专毕业证，证书
号：HN2017211730034，声明作废。
●三亚梅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460200000187823）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冠邦建筑废料回收处理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PJ8G2L）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扎尔达里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劳动保
障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谭雅凤遗失工作单位:屯昌县人
民医院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2146002585，发证日期：2021
年8月16日，现声明作废。
●吴友不慎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
证，证号：46002619790420151X，
声明作废。

公告
根据《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

员工考勤休假管理制度》等规定，

凡本公司下列名单内职工，请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逾期未报

到的，视为自动离职，我司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等规定，依法解除与

你们的劳动合同关系并停职停

薪停保。名单如下：张国华，身份

证号码：460033196606050679；

蒙 美 东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3731021207，以上人员为

本公司无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

请尽快与本公司联系。

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0日

公告
海南侨园我家酒店公寓管理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黄循旺、王妍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

〔2022〕第98、99号），并定于2022

年 7月 27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

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地址：海

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文汇集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院

118 室 ，联 系 电 话 ：0898-

63382257）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6月21日

公示
赣K56792、琼C58328、京AP1049、

琼C53972、琼C55702、赣K63216、

赣CQ2366、豫RA8811、琼A5367J、

琼C55932、赣C5208X、琼A08606、

琼AEL711请以上车牌号的车主

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

迈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及

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将进

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

0898-67622737。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2022年6月21日

减资公告
海南茶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
TQQ6W52）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13907581960申焰杰。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6月28
日上午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
络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海狮
TRH223L-LEPNK4中型普通客
车一辆，参考价9.6万元，竞买保证
金 2000 元。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2年 6月27日 17时前到我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电话：
13398975899。

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通知
致景红娃：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农
贸五街21号五楼套间，因你违约，
现通知你，2022年1月14日我们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自即日起
正式解除。你应自即日起七日内
收回房屋内可移动部分物品，逾期
视为你放弃该等物品所有权，由此
发生的损失由你承担。特此通知。
陈连福18976227585。

公告
中科帅袋（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魏博、吴石德、王

小弟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

仲 案 字〔2021〕第 1520、1609、

1610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2〕第 329-331 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6月20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定于2022年7月6日上午10时在

屯昌县财政局八楼对屯昌县下列

资产进行公开拍卖：1.吉安小区、

兴民小区、兴达小区、龙溪小区、东

风小区、昌顺小区、新兴镇加银市

场房产、县中心市场旁三层楼等商

铺租赁权；2.沙子、石子、土方、建

筑垃圾混合物约593.5m3，参考价：

34720元。保证金1万元/项。资

产资料备索，报名时间：2022年7

月 5 日 16 时 前 。 电 话 ：

67818921 67812696 65308910；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3号经贸

大厦九楼。

减资公告
海南润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5
K3Y1L，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
亿元减至人民币壹佰万元，原债权
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绿源招投标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CUCQ95）经 公
司股东会决议，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捌仟万
圆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佰万圆整，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周婷，
电话：18889142128。

减资公告
青旅海尾旅游发展（昌江）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JW9P5C）注 册
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1847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声明
天津隋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8MA07CUXW2P）因 从
天津变更到海南澄迈，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刘军）法人
章未备案，现声明作废。

●海南鼎略律师事务所庞丹律师，
于2022年6月6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4601201511778214，流水
号：11329874，声明作废。
●许永新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县光坡镇香水湾B区荣盛香水湾
G95栋1单元201房号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20〕陵水县不动产
权第0003481号，特此声明。
●保亭县丰产什玲鸡养殖专业合
作 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35567960846H）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琼海市太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章各一枚，特此声
明作废。
●张安兵（于2022年6月18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23197105074418，特此声明。
●海南金顺源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车辆琼F08611 道路运输许可
证，证号：儋州460400063708，现
声明作废。
●海南佳惠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A909243E）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易居房产中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324
215251F）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鑫之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MAA92E096P）遗失合
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关于召开协会换届会议通告
海南省吸烟与健康协会于1993年

成立，1999年变更法人为郑穗曾，

登记号：琼社证字第263-A1号，

2015年至今因各种原因协会未开

展活动和召开有关会议，为僵尸型

协会。为了发挥协会的作用，经省

卫健委研究决定将其激活，现定于

2022年7月2日召开换届会议，请

新老理事、监事、会员于2022年6

月29日前电话报名，联系人：李艳

军，电话：13519816037，会议地

点、时间届时电话另行通知，未报

名者视放弃会员资格。

海南省吸烟与健康协会

2022年6月20日

吸收合并公告
广东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实业公

司）、海南粤建院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粤建院）股东作出决定，实业

公司与海南粤建院吸收合并，实业

公司存续，海南粤建院注销。吸收

合并前实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

元人民币，海南粤建院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合并后存续的

实业公司注册资本不变。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

务由合并后存续公司承继。请合

并双方的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债务担保的

请求。特此公告。

海南粤建院房地产有限公司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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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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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拍卖公告

关于申报登记以王维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债权、债务的公告

关于以王维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的〔2021〕琼96刑初49号、
〔2021〕琼 96刑初 49号之一刑事判决书、〔2021〕琼刑终220号、
〔2021〕琼刑终329号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及相关
法律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请与本案中王维挺、王德富、王善
财、张熙棋、王维荡、王维繁、王维斯等人有债权债务往来的相关人
员，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扫黑办进
行登记确认债权债务，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逾期不予以登记确认的，视为自动
放弃，文昌市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处置工作组不再接受登记，并将由本
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王维挺、王德富、王善财、张熙棋、王维荡、
王维繁、王维斯等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文昌市公安
局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特此公告。通信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
镇文清大道307号文昌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571300）。联系人：
黄警官、朱警官。联系电话：0898-63383952。

文昌市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处置工作组（代）2022年6月20日

关于陈仁斌、杨扬、陈仁燕、陈仁福及陈
小雅的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的声明
尊敬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和信任。为保
障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旗下包括椰牛在内的所有品
牌，以下简称“我司”）及各位朋友的合法权益，我公司特此声
明如下：

我司原总经理陈仁斌、原财务会计杨扬、原审计总监陈
仁燕、原供应链总监陈仁福、原采购员陈小雅不再担任本公
司任何职务，其无权以我公司员工名义或代表我司及旗下

“椰牛”等品牌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签署任何文件、协议，以及
参与任何活动。以上五人以我司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我司
均不予认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保障您的合法权利及交
易安全，凡涉及本公司业务的事项，请及时联系本公司人力
行政部（联系电话：0898-65728318，13876180180），再次感
谢大家！特此声明！

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1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湘0682临法司拍字第01号

受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委托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
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东星工业大道（现名望海大
道）南侧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0147m2；规划用
途：商贸综合用地；土地证号：万国用〔2007〕第101283号。参考
价:39380000元，竞买保证金:3938000元。

现将第二次拍卖事项告知如下:1.拍卖时间:2022年7月4
日15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7月1日17:00截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22年7月1日16: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
名称:临湘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临湘市支行;银
行账号：80330311000000871；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22〕
湘0682临法司拍字第01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报
名地点:海口市华海路15-3号经贸大厦九层;8.特别说明:上述
标的按现状拍卖，土地办理过户时产生的税费及其他所有费用
等按照法律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5308910 13322006990
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 0730-3736568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

商办企业行为，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

理监督干部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和力度，部署推动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

企业行为工作，以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和突

破性实践，规范权力运行，防范廉政风险，

促进家风建设，引导广大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不断

把从严管党治吏推向深入，坚定不移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

顶层设计扎紧篱笆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

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

车。”2015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谈

到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问

题，强调“对领导干部，要求就是要严一

些”。9个多月后，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

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引导亲属子女“力戒特

权思想和享乐思想，不行不义之举，不谋不

义之财”。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

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

商办企业行为，将这项工作作为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

力抓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亲自研究部署，审议政策规定和实施方案。

——高瞻远瞩，科学引领。“对规范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问

题，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有明确规定，

关键是要落实到位，让规矩起作用”；“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重视家教

家风，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本分做

人、干净做事”；“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干

部个人事项报告情况核查”……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规范

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为推进规范

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抓纲带目，纲举目张。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围绕抓好规范领导干

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指导，不断完善顶

层设计。成立中央规范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对重大

问题进行审议指导；先后召开3次动员部署

会，开展专题培训，宣讲政策要求；分别针对

省区市和中央单位规范工作制定相关规定，

出台配套实施方案和操作规程，制定禁业范

围参考意见等；研究有关“项目跟投”、“员工

持股”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行为”等

具体政策和答复意见。一系列组合拳及时

精准，确保规范工作有章可循、便于操作，推

动规范工作高质量开展。

——渐次推开，稳中求进。2015年

起，先后在上海、北京、广东、重庆、新疆5

个省区市开展试点；2019年，列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在各

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行，同

时在8家中央单位开展试点；2020年上半

年，增加20家中央单位扩大试点；2021年

1月起，在中央单位全面推开。集中规范

工作按照“先试点再推广，先地方再中央

单位”的路径，历时近7年，不断在摸索中

发展，在实践中前行，以坚韧不拔、循序渐

进的定力和决心，有效破解了过去一直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难题，赢得广大干部

群众的拥护支持。

克难奋进，攻坚顽瘴痼疾；真刀真枪，

解决实际问题。许多干部表示，规范领导

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

为，是我们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一项

创新性工作，必将更好从源头上斩断利益

输送链条，促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进一

步净化党风政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

众基础。

扎实有力精准有序推进
明确填报要求，指导干部如实填写报

告表；围绕禁业范围，几上几下多次征求

意见；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存在经商办

企业行为的领导干部逐人进行甄别认定

……规范工作中，省区市和中央单位认真

组织个人申报，精准制定禁业范围，妥善

做好甄别认定，高标准高质量将各项目标

任务落实落地。

明责、担责、尽责，不断把工作做深做实

做细。集中规范期间，在中央组织部统筹指

导下，纪检监察机关和市场监管、税务、司

法、财政、证监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推动规

范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省区市和中央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直接抓，明确目标、

分解任务、压实责任，严格遵循动员部署、

个人申报、登记汇总、查核比对、确定禁业

范围、甄别认定、选择退出等工作步骤，确

保政策执行不偏差、工作操作不走样。

——聚焦“关键少数”。省区市和中央

单位中管干部、厅局级及相当职务层次干

部全部纳入规范范围，不留空白点。党和

国家领导人以上率下，不搞特殊化，传递出

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强烈信

号。规范对象不仅层级高，而且范围广。

中央统战部将各民主党派机关纳入进来，

国务院国资委将委管企业相当职务层次的

领导人员纳入进来，教育部将非中管直属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纳入进来，一并进行规

范。中央单位本级本部及其直属单位、派

出机构、二级企业全部纳入范围。中管高

校管理体制调整后，其班子成员严格按照

中管干部要求进行规范。同时，制定禁业

要求不搞“上下一般粗”，领导干部职务层

次越高要求越严，综合部门严于其他部门。

——精准把握政策。随着实践探索

的深入，经商办企业情形不断完善拓展。

在试点期间3类经商办企业情形的基础

上，落实党中央要求，回应社会关切，又逐

步增加了“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行为”2类情

形。与此同时，对经商办企业行为区别对

待，把“谋生”和“发财”区别开，对经营者

无其他谋生手段、经营规模不大的个体工

商户经研判后可不予规范；把“开办”和

“从业”区别开，对律师、会计师等从事有

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行为与开办有偿

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机构区别开；把依靠

自己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开办企业与一般

性投资入股区别开，既做到“一把尺子量

到底”，又避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加强过程管控。“认缴出资额”、

“在企业所任职务”、“近三年排在前5名

的销售商品或服务名称”等，分列在一张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

况报告表上，项目明晰，解释详细。可执

行、可操作，可检查、可问效，规范工作制定

明确标准，尽量不遗留似是而非的模糊地

带。省区市和中央单位精心设计路线图和

时间表，细化方案、建立台账，倒排工期、压

茬推进，有效提高工作质量和规范化水

平。试点和集中规范工作期间，中央组织

部组织力量全程加强指导推动，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全国总工会、中国华能等

40多家单位调研走访，在北京、福州、重庆

等地召开推进会，听取工作进展情况和意

见建议，妥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

问题，确保规范工作不出漏洞、不搞反复。

——做细思想工作。坚持“是规范不

是处理人”的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始终。动员部署阶段，做好政策说明，做

到“三个讲清楚”，即把规范工作的意义讲

清楚，把“重在规范”的要求讲清楚，把政

策规定和操作流程讲清楚；个人申报阶

段，既做到应填尽填、应报尽报，又引导干

部主动规范、自查自纠，彰显严管厚爱；查

核比对阶段，对发现漏报问题的，一对一

谈话提醒，让干部放下包袱如实填报；甄

别认定阶段，与规范对象逐人谈话沟通，

了解退出意向，明确“干部本人退出现职、

接受职务调整，或者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的“二选一”退出方

式，督促依规依纪退出。

不少同志反映，这次规范工作既从严从

实又和风细雨，有效化解了潜在的思想障碍

和工作阻碍，广大干部政治上拥护、思想上

认同、工作上积极配合。从严要求与实事求

是相统一，组织督促与干部自查相结合，规

范工作稳中有进、稳妥有序，干部队伍没有

出现波动，经济运行没有受到影响。

成效显著转入常态管理
严防权力染上“铜臭味”，严禁资本戴

上“红顶子”，集中规范工作取得重要实践

成果和制度成果。自2015年试点工作启

动，至2021年全国集中规范工作完成，共

对4700多名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进行了规范。

立规明矩、源头防范、固本培元。规

范工作的深入开展，为进一步加强干部管

理监督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面摸清底数，有利于准确了解

领导干部家属经商办企业情况。这次集

中规范，对全国厅局级及相当职务层次以

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

业情况实现了全覆盖摸底，除了规范一批

经商办企业行为之外，对那些存在经商办

企业行为、经查核认定可不予规范的，督

促领导干部逐一作出书面承诺，不允许利

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情况更清晰，底数

更确定，为进一步做好干部管理监督提供

了重要依据。

——防范廉政风险，进一步压减权力

寻租空间。集中规范期间，从甄别情况

看，一些经商办企业行为与领导干部职权

存在直接关联，有的涉及与领导干部所在

地方和单位发生直接经济往来，有的在领

导干部所在地方和单位业务范围内经商办

企业，存在较大廉政风险和隐患。避免“全

家腐”，才能带来“全家福”。规范工作既推

动解决“靠山吃山”、“瓜田李下”问题，又以

广泛思想动员和政策宣传，让广大干部受

到思想洗礼和纪律教育，进一步筑牢理想

信念根基，不忘初心使命，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

——检验政策制度，为常态化管理打

下坚实基础。制定“个人申报、查核比对、

认定退出”等步骤程序，符合实际、切实可

行；明确规范经商办企业的具体政策界

限，形成成熟管用的制度体系；各省区市

和中央单位分门别类制定细化禁业范围，

成为领导岗位准入的禁止性规定和“硬杠

杠”。日臻健全的政策制度，运转有效的

工作机制，为规范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提

供了有力支撑。

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

对常态化管理的政策措施和纪律要求予

以明确，将规范工作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并轨，作为年度集中报告和及时

报告内容进行填报与查核；与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相衔接，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凡提

四必”的内容进行查核和规范。进入常态

化管理后，规范工作纪律更加严明，不准

违反禁业规定经商办企业是硬性的纪律

规定，发现问题一律从严查处问责。

常态长效、常抓不懈。下一步，按照

党中央要求，中央组织部将不断巩固深化

集中规范成果，切实抓好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进一步压

实责任、完善机制、严肃纪律，做到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