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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院委托，定于2014年3月25日上
午10点整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
台上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鲁 D-E7272 号别
克轿车一辆，注册日期 2009 年 12 月 3 日。
参考价 3.8 万元。②、鲁 D-6H111 号奥迪
轿车一辆。

二 、 标 的 展 示 ： 拍 卖 标 的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至 拍 卖 前 一 天 在 标 的 所 在 地 公
开 展 示 。

三、办理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 1６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1000元/辆以转账的方式汇至指定账户（户

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37001648001059000777；开户行：中国
建设银行枣庄分行新城支行；汇款请注明款
项用途），保证金以到达指定账户为准。有
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缴纳凭证于
2014年3月24日16时前到本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

四、未竞得者3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保
证金（不计利息）。

山东龙头拍卖有限公司(枣庄市解放中
路66号;0632-5277068 5277067)

山东龙头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省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拍卖公告 受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年3月26日10时在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庭二楼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

1.位于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枣庄润源橡胶科技
有限公司院内的钢结构厂房（包括砖混墙）及两台
破胶机，参考价98.67万元，交竞价保证金20万元。

2.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办事处周庄小康楼5
排东 2 户（5-16）房产，房权证号枣房权证枣字第
00160892号，建筑总面积约149.66㎡（注：1幢面积
约 127.76㎡、2 幢面积约 21.9㎡），参考价 36.52 万
元，交竞价保证金5万元。

凡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公司联系、看样、咨询，带
相关有效证件交纳保证金（转账方式）办理竞买手
续。报名截止时间：2014年3月25日 16时。

拍卖保证金交纳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枣庄分
行新城支行

户 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账号：37001648001059000777

山东富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枣庄市新昌路163号
联系电话：3123812 3355868

拍卖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
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托，张德江委
员长向大会报告工作。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
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等在主席台就座。

张德江在报告中说，过
去一年，是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
常委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
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精神，认真行使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权，在以往基础
上推动人大工作迈出新步
伐，实现本届常委会工作的

良好开局，为加强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建设、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积极贡
献。

张德江从 7 个方面回顾
了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一
是统筹部署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在深刻分析
人大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基
础上，提出了本届常委会工
作的总体思路、基本要求和
主要任务，努力为全面深化
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二是
以提高立法质量为核心，立
法工作迈出新步伐。一年
来，常委会审议了15件法律
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
案，通过了其中的 10 件；涉
及修改 21 部法律，新制定 2
部法律。三是以增强监督实

效为重点，监督工作取得新
进展。一年来，共听取审议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15个工作报告，
检查 4 部法律实施情况，组
织开展 3 次专题询问和 5 次
专题调研。四是支持和保障
代表依法执行职务，充分发
挥代表作用。完善代表联系
群众制度，健全常委会联系
代表制度，做好代表议案审
议和建议办理工作，高度重
视代表学习培训。五是服从
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做好
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六是加
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
改进人大新闻宣传工作。七
是切实加强常委会自身建
设。

张德江指出，我们清醒
地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工作与人民的期望、代表的
要求还有不小差距。我们将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虚心听
取代表意见，更好地发挥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履行职
责的工作机关和密切联系人
民群众的代表机关的作用。

关于今后一年的工作，
张德江指出，2014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坚定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依法行使职权、开展
工作，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
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维
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推动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为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张德江从加强重点领域
立法，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继续加强和改进代表服务、
对外交往、自身建设等方面
阐述了 2014 年工作的主要
任务。

张德江强调，今年9月，
我们将迎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 60 周年。要以此为
契机，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光辉历程、显著成
就和实践经验，深入宣传我
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
性，坚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自信，推动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与时俱进。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德江向大会报告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8 日电
（记者 李斌 吴晶晶 孙铁

翔）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8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

全体会议。15 位委员围绕社会
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大会发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出席会议。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9 日电
（记者 李斌 吴晶晶 孙铁

翔）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9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

全体会议。16 位委员围绕政治
建设和统战政协工作作大会发
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9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
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9
日下午分别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一些代表团的审议。

习近平在安徽代表团参加审
议。张宝顺、王学军、侯建国、
陈光辉等代表先后就提高中西部
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激
发活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等议
题发表看法。习近平边听边记，
不时提问，最后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完全赞成张德江同
志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习近平在肯定安徽工作后指
出，安徽要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的重大机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锐意进取，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征程上迈出更大步
伐。要积极深化农村改革，把握
正确方向，尊重农民意愿，坚持试
点先行，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
系，确保农村改革健康顺利进
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

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
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
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
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
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
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
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
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
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
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
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
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
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
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
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
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
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
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
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
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
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
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
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
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
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
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
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
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
风建设新成效。

习近平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今年两会上，“三农”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
点，他们围绕“三农”问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李勤说，要做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
美，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还要加大对农
业的投入。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据新华社北京3月 9日
电 （记者 赵超 崔清新）
3 月 9 日 12 时是十二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
的截止时间。记者从大会秘
书处议案组获悉，以代表团名
义和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
的议案达到460多件。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秘书处议案组议案小组组
长李伯钧说，代表议案在内容
上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
革，问题和建议主要集中在如
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
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和其他
各项事业发展、切实保障和改
善民生、推动生态保护与建设
等。

“今年是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履职第二年，代表议案质
量进一步提高，展现了新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的良好素质和
履职风采。”李伯钧说。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收到议案460多件

据新华社北京3月 9日电 （记者
邹伟 罗沙）记者从中国海警局指挥中

心获悉，中国海警 3411 船于北京时间 3
月9日13时30分抵达马航客机疑似失联

海域中心位置，截至19时，在搜救范围
内航行 60 海里，搜索面积约 200 平方公
里，尚未发现可疑目标。

中国海警3411船将在马航客机疑似失联海域连夜搜寻

据新华社吉隆坡3月9日电 （记者
赵博超）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

丁·敦·侯赛因9日在吉隆坡说，搜救人员
当天在越南南部海域发现油污带，但并未
发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客机残骸。

越南搜救部门 9 日称，越军搜救直升
机当天上午在距越南南部金瓯省150公里
处海域发现油污带。专家根据照片研判，
该油污带可能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客
机有关。

马来西亚政府证实
在越南南部海域发现油污带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吴 登 峰

高毅）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由导
弹驱逐舰海口舰和两栖船坞登陆舰昆仑山
舰组成的海军搜救马来西亚失联航班增援
兵力，已分别于9日16时15分、17时从三

亚、湛江军港起航，向搜救海域方向前行。
据了解，昆仑山舰搭载有50名陆战队

员，还有冲锋舟和橡皮舟等救援设备。南
海舰队航空兵2架舰载直升机也将与昆仑
山舰会合参加救援。

海军增派舰机搜救马来西亚失联航班关注马航飞机失联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