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银川 12月 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对神华宁煤煤制油示范项
目建成投产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
对项目建成投产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
与工程建设、生产运行、技术研发的广大
科技人员、干部职工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这一重大项目建成投
产，对我国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推
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民族地区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对能源安全高效清
洁低碳发展方式的有益探索，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这充分
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
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必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

快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习近平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精

益求精，保证项目安全、稳定、清洁运
行，不断扩大我国在煤炭加工转化领
域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加快推进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神华宁煤煤制油示范项目建成投
产庆祝仪式 28日在宁夏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煤制油项目区举行，仪式上宣
读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油品405
万吨，是目前世界上单套投资规模最
大、装置最大、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

新华社北京 12月 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给八一学校科普小卫星研
制团队的学生回信。他在信中表示，知
道由你们设计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即将
发射，我非常高兴。中学生设计研制科
普卫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你们攀登科
技高峰的热情和勇气让我感到欣慰。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来信中表示，
要让这颗小卫星发挥启明星一样的作
用，不断激发自己科学探索的热情。希
望你们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保持对探索
的兴趣，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
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
梁之材，将来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新年即将到

来，祝你们和全校师生新年好。
今年9月9日，习近平来到自己的

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走进科普实
验室，同正在研制科普小卫星的老师和
学生们交流，叮嘱同学们小卫星发射时
要记得告诉他。卫星发射前，科普小卫
星研制团队的学生们给总书记写信，报
告了小卫星即将发射的消息，表示要让
小卫星发挥启明星一样的领航作用，不
断激发同学们科学探索热情。

八一学校学生设计研制的小卫星
是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12月
28日在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升空、
准确入轨，发回信标信号。卫星计划
在轨运行 180天，期间将进行对地拍
摄、无线电通讯、音频传输和快速离轨
实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 12
月27日造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称此
行旨在实现“历史和解”。但安倍此次
并未就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道歉，这
场缺乏诚意的作秀之旅引发美国各界
民众不满和质疑。

安倍当天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同
参观了“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并向遇难
者献花圈，随后发表讲话称不能再次
重复战争悲剧，并强调了日美同盟的
重要性。但他绝口不提日本应该为偷
袭珍珠港道歉，也没有就日本在二战
期间的暴行进行反思。

“安倍此次前往珍珠港‘慰灵’并
无实质意义，日本更应考虑为其在二

战期间犯下的罪行道歉。”在旧金山城
市学院执教40多年的罗杰·斯科特教
授曾经在中国和日本都工作过。他认
为，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在
二战期间对亚洲邻国犯下了毫无人性
的战争罪行，日本应该为此真诚道歉。

旧金山高等法院退休法官、“慰
安妇”正义联盟共同主席邓孟诗指
出，如果安倍真的对二战期间的战争
罪行有悔意，应该到中国南京向全中
国人民道歉，到上海全中国第一个

“慰安所”向全亚洲妇女道歉。她说，
其实安倍去珍珠港是想借此提醒日
本也曾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让日本
扮演二战受害者，掩盖日本的战争罪

行。安倍这次外交表演“带有非常危
险的性质”。

“针对其所犯人类战争罪，日本亏
欠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及其他亚洲人
民一个真诚的道歉，”休斯敦大学终身
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李坚强认为，“除
非安倍承认日本所犯的战争罪，否则
他对珍珠港的访问就毫无意义。除非
日本一劳永逸地对其可耻的军国主义
及侵略历史予以谴责，否则安倍有关
和平与稳定的谈话无疑是空谈。”

对安倍此访目的持质疑态度的还
有美国二战援华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
军的外孙女凯乐威。她说：“我认为日
本首相安倍对珍珠港的访问毫无意

义，他只不过是一位到访的普通游客
而已。记住那些改变我们世界面貌的
历史性时刻至关重要，我们也必须缅
怀那些因贪婪与野心勃勃的国家拒绝
生活在和平之中而失去生命的人们。”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
港，摧毁、重创多艘美国军舰和上百架
飞机，导致美方2400多人死亡。美国
随后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
平洋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建于 1980
年，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日军
突袭沉没的美军“亚利桑那号”军舰及
全体阵亡官兵。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习近平对神华宁煤煤制油示范项目
建成投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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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民众批安倍访珍珠港是作秀

沪昆高铁不仅让云南与全国高
铁联网，更是“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
与东南亚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

日前，昆明至河口北K9832次列车
经昆玉铁路前往中越口岸河口，全程不
再更换火车头，标志着历时6年建设的中
越中老国际铁路昆明至玉溪段全线开通
运营。昆玉铁路向北与沪昆高铁、南昆
高铁联通，向南又可联通越南、老挝等东
南亚国家，为云南早日建成面向南亚、东
南亚的辐射中心奠定了基础。

占达拉是频繁往来于老挝和中
国之间的老挝商人，得知云南高铁开
通的消息他说：“我经常从老挝到云

南，再中转到中国其他城市，云南有
了高铁，我们出行会更加便捷，成本
也会降低很多。”

“沪昆高铁的开通将大幅释放客
运能力，构建起我国东西向强有力的
客、货运输通道。”昆明铁路局局长刘
柏盛说。

有了高铁的昆明，还将逐步发展
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铁路枢纽；云
南将成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印度洋沿
岸国际贸易的枢纽，经济、社会、文化
等的辐射中心，从改革开放的末端走
向前沿，通江达海走向世界。

（综合新华社电）

12月28日上午，沪昆高铁最后一段贵阳至昆明开通运营，在

我国大西南与东部沿海之间画下浓墨重彩的“一横”。沪昆高铁的

全线开通，标志着“四纵四横”高铁干线网基本成型。

沪昆高铁
全线贯通
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

12月28日，由昆明开往贵阳的G4136次列车经过贵州省安顺市境内
的水桶木寨特大桥。

12月28日，一名来自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独龙族妇女乘坐沪昆
铁路客运专线列车，这是她第一次乘坐高铁。

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6)40号

受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河南
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拟对其所持中诚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标的企业”）5.0882%国有
股权进行公开转让。

转让底价为116925.71万元。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成立于1995年 11月，注册资本

24.57亿元（人民币，下同），公司地址为北京市
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2号，法定代表人牛成
立。中诚信托是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
拥有证券、基金、期货、货币经纪、PE投资等经
营平台和资产证券化、QDII等业务牌照，主要
经营资金信托、动产、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
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
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
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
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
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等业
务。

二、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
标的企业共有 15家股东，具体股权情况

如右表：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由永城煤电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通过，并经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数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中审华寅五洲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标的企业资产总额为
18563449811.16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4278497845.45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14284951965.71，营业收入为2890021138.03
元，净利润为1678394858.04元。

五、受让条件及交易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依照中国法律设立的中

国境内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
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提供不低于转让
底价的使用无限制的资金支付能力证明。

2.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标的企业自评估基
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原
股东享有，亏损由股权转让后的标的企业承
担。

3.意向受让方应符合《中国银监会信托公
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七条，境内非金
融机构作为信托公司出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①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②具有良好

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③具
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④
经营管理良好，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
营记录；⑤财务状况良好，且最近2个会计年度
连续盈利；⑥最近1个会计年度末净资产不低
于资产总额的30%；⑦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
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
股；⑧单个出资人及其关联方投资入股信托公
司不得超过2家，其中绝对控股不得超过1家；
⑨承诺 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信托公司股权
（银监会依法责令转让的除外）、不将所持有的
信托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拟设
公司章程中载明；⑩银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审
慎性条件。

意向受让方为境内金融机构的，应当具有
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符合与该类金融机构有关的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以及上述第⑥项除外的其他条件。

4.意向受让方应符合《中国银监会信托公
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十条，有以下情
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受让人：

①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机制存在明显缺

陷；②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
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③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
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④现金流量波动受经
济景气影响较大；⑤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⑥代他人持有信托公司股权；
⑦其他对信托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5.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其他披露事项
1.标的企业现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2.意

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产权转让
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权交
易价款直接支付至产权交易机构指定账户。
如因受让方原因未能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或
未能按时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则其原缴纳的
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因违约给转让方所造
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七、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截止日

期为 2017年 1月 25日 17时。若在公告期内
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将
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
料，并缴纳 20000万元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
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
或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
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
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9日

股东名称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中国基金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所占比例
32.9207%
20.3528%
10.1764%
5.0882%
3.6072%
3.3921%
3.3921%
3.3921%
3.3921%
3.3297%
2.5441%
2.5441%
2.5441%
1.6961%
1.6283%
100.00%

12月28日，2016年中国松原查干湖第十五届冰雪渔猎文化节正式开幕。
在头鱼拍卖仪式上，一条重达50余斤的“明星鱼”拍出了8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成为查干湖冬捕历年来价格最高的头鱼。 新华社发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沪昆高铁是“四纵四横”中最长的

“一横”，是我国东西向最长铁路客运专
线，途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贵州、
云南6省市，全长2252公里。其中上
海至杭州段于 2010年 10月 26日开
通，杭州至长沙段于2014年 12月10
日开通，长沙至贵阳段于2015年6月
18日开通。

沪昆高铁贵阳至昆明段全长463
公里，设10个车站，初期运营时速300
公里。开通初期，将安排开行贵阳北
至昆明南间G字头动车组列车11对。
2017年1月5日后，将开行北京、上海、
广州、郑州、武汉等方向到昆明的G字
头动车组列车。届时，昆明到各大城
市旅行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昆明到北
京由原来的约33小时缩短至约12小

时，到上海由原来的约34小时缩短至
约11小时，到深圳由原来的约29小时
缩短至约7小时。

同日，云南至广西铁路昆明至百
色段开通运营，标志着南宁至昆明和
昆明至广州快速铁路通道全线开通运
营。目前，全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2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超过2万公
里，西部地区铁路超过5万公里。

铁总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条新线
的开通运营，将大大缩短我国西南地
区与华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时空距
离，使我国高速铁路的网络效应进一
步显现，将极大改善区域交通条件，促
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支撑“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等国家
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联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

“四纵四横”中最长“一横”

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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