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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广告

注销公告
儋州星城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注
册号469003000032484拟向儋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华思杰置业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9007MA5T6BY60F）经全
体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936
万9仟元人民币减少至103万6仟
9百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顺尔达物流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300000040387拟向洋浦经济
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更正公告
我局于 2019 年 3月 25 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A11版“东方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
自然资告字[2019]2号）更正内容
如下：1、原挂牌起始价：12554万
元，现更正为挂牌起始价：7136万
元；2、原竞买保证金：7532.4万元，
现更正为竞买保证金：4281.6 万
元。其它事项不变。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5日

注销公告
海口创世杰电子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01000905415553）拟向海
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起45天内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椰为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MA5T3P1C14）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海南铭雅康创意家居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张联勇与被申请人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
字﹝2019﹞第122号），并定于2018
年5月27日9时30分开庭审理。
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
龙华区金园路 2 号金园办公区
407，联系电话：0898-66568110）
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
据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开
庭后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
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
告。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4月24日

公司更名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经工商部
门核准，“海南陵水润达现代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从
2019年4月24日变更登记为“海
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届时原公司“海南陵水润达现代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
业务由“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继续运营，原公司签订的
合同继续有效，原公司的所有债权
债务由“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承继。即日起，公司所有
对内及对外文件、资料、开具发票、
账号、税号等全部使用新公司名
称。特此通知！
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注销公告
因机构改革，需要乐东黎族自治县
扶贫办公室拟向乐东黎族自治县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办理机
构注销，请县扶贫办公室相关债权
单位或个人于2019年 4月 24日
起，90日内向乐东黎族自治县扶
贫办公室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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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于2015

年10月15日成立，现公示相关信

息。负责人：朱旭华、邮政编码：

570100、联 系 电 话 ：0898-

68530220、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05号百方大厦

32F、机构编码：0000864600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以及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龙华支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于
2016年9月29日成立，现公示相
关信息。负责人：罗丹、邮政编码：
570100、联 系 电 话 ：0898-
36387952、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金龙路7号兴业银行大
厦3层301室、11层、13层、机构
编码：000086460100、业务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万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张秀凤不慎将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环市三路南侧纵一路东侧凯德山
泉海14号楼413房、414房，房产
证号:琼(2018)万宁市不动产权第
0005615号、琼(2018)万宁市不动
产权第0005621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现根据使用权利人申
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有关规定
将该证书公告作废。如有异议者，
应于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之内
书面告知我中心，并提交相关证明
资料。公告期满无异议，我中心将
依法补发该《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解除合同通知
黄其找，三亚花拾捌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你们好。本人与你们在2019年4
月13日签订《承包场地(项目)合作
协议书》，因贵方存在较多债务纠
纷，难以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合
同法》第94条第四项，通知你们，
本人即日起解除与你们签订的《承
包场地(项目)合作协议书》。此致
通知人：温国钜2019年 4月24日

注销公告
海南博祥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0000205988）拟向海南省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省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睡睡熊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9G646E）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亿元变更
为1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
特此公告。

公告
海南三邦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开发的位于三亚市迎宾路
466号“三亚小院”项目，公司于
2014年在该项目用地内建设两栋
建筑物，为满足项目施工部门办公
及生活所需。目前项目已完工验
收，两栋建筑物在使用功能上，主
要作为物业管理用房及业主活动
室。为了提升业主生活品质，现将
两栋建筑物作为公共配套设施移
交给业主委员会，无偿给全体业主
使用。因项目尚未成立业主委员
会，现暂将这两栋建筑物所有权移
交给北京金冠物业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待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再
办理相关移交手续。特此公告

2016年12月28日

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国贸支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于

2017年3月21日成立，现公示相

关信息。负责人：韩敏、邮政编码：

570100、联 系 电 话 ：0898-

68530237、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国贸路32号周昌大厦第

三层3-A、3-B、3-C、3-D、机构

编码：000086460106、业务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世贸支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于
2017年5月15日成立，现公示相
关信息，负责人：符佩君、邮政编
码：570100、联系电话：0898-
68532690、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号F栋第二
层局部部分房屋、机构编码：
000086460106800、业务范围：人
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中心支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于

2016年8月8日成立，现公示相关

信息。负责人：郑慧玲、邮政编码：

572000、联 系 电 话 ：0898-

38212299、机构住所：海南省三亚

市吉阳区新风街279号蓝海华庭

（三亚华夏保险中心）九层、机构编

码：000086460200、业务范围：人

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

支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于2016

年12月23日成立，现公示相关信

息。负责人：周林、邮政编码：

571700、联 系 电 话 ：0898-

23337712、机构住所：儋州市那大

镇兴隆路72号三层302、303号、

机构编码：000086469003、业务

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国台办：

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查文晔

石龙洪 赵博）针对美国国务院近期批准一项费
用为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台
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坚
决反对美售台武器，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这一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有记者问：“美在台协会”负责人日前称，大
陆加强散布所谓“假消息”，对台湾施加影响
力，包括影响选举，美方将持续与台湾进行安全
咨商，帮助台湾发展有效吓阻力。发言人对此
有何评论？

马晓光表示，我们已多次强调指出，我们历来
不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民进党当局惯于散布诬蔑
之词、造谣抹黑大陆。现在美方有人照搬民进党
当局毫无根据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台湾问题
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对于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日前赴美时称，“台湾
‘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马晓光
应询时指出，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改善与
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
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符合广大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马晓光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
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希
望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顺应历史大
势，共担民族大义，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我国商业航天大型固体
运载火箭地面试车成功

新华社长沙4月24日电 记者24日在中国
航天日主场活动现场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由该集团所属航天三江自主研制的
500吨级推力商业航天固体运载火箭（一级，减
装药状态）地面试车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
大推力、高质量比固体运载火箭关键技术取得重
要突破。

据了解，该固体运载火箭（一级）是当前我国
直径最大、推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在载人航
天工程支持下，航天科工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为推进商业航天产业创新发展，采用多项原
创性、引领性技术方案，攻克了新型装药工艺与材
料制备等关键技术，平衡了大型固体运载火箭成
型制造难度与高性能、高可靠、高安全之间的需
求，探索了我国大型固体运载火箭设计、制造的一
条新路，对我国航天运输能力提升，促进公益类和
商业类航天工程项目实用化、便捷化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国家航天局首次聘请航
天公益形象大使

据新华社长沙4月 24日电 24日，中国首
飞航天员、航天英雄杨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姜杰，民进
中央委员、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作为航天
公益形象大使亮相2019年“中国航天日”主场
活动开幕式。这是国家航天局首次聘请航天公
益形象大使，旨在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科
学探索热情。

中国核工业从这里走来
——来自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蹲点报告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4月24
日，《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
首发式在京举行。首发式由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承办，中外
思想理论界、翻译出版界等代表200
多人出席活动。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文版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文献出
版社编辑出版，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9月至2018年7月这段时间
内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稿

42篇，深刻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
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为
帮助国际社会更好理解和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
翻译出版了该书英、法文版。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说，共建“一
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倡议。自倡议
提出以来，习主席对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倾注了大量心
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述新要

求，引领“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
实。“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
大举措，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
方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平台。希望大家通过阅读《习近
平谈“一带一路”》，感悟“一带一路”倡
议的魅力，坚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意愿，携手并肩通过“一带一路”走
向美好未来。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会委员陈理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

一项伟大的创举，是中国贡献给世界
的一项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和广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在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前夕，出
版《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
可谓恰逢其时，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
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泰－中“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苏拉西·塔纳唐、外文出版社
专家大卫·弗格森表示，在阅读学习、翻
译审定《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的过程

中，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一带一路”提
供了一个引导世界走向全球化、走向和
平安宁、走向稳定繁荣发展的大通道。

首发式上，蒋建国、陈理等与捷克
前总理、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伊日·帕鲁
贝克，拉美开发银行私营部门副主席
豪尔赫·阿尔巴谢，埃塞俄比亚政策研
究院院长艾哈迈德·阿布图·阿斯富为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图
书揭幕。据悉，该书将于次日亮相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版首发式在京举行

北京西南郊区，有一个看上去不
怎么起眼的小镇——新镇，60多年前
因核而建。但在中国核工业领域，这
里却是个最有历史感的地方——

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
回旋加速器在这里建成；

我国“两弹一艇”不少关键数据在
这里采集；

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位曾在这里创建
功勋；

这里派生或援建了十余个核科
研和生产单位，被称为“中国核科
学技术的发祥地”“中国核工业的
摇篮”……

这里是中国核工业的起点——中
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在
地。记者近日走进新镇，感受中国核
工业近7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程，认识
核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阔应用。

“一堆一器”
开启中国原子能时代

一块三米多长、两米多高的淡
蓝色“大块头”静静地立在原子能
院工作区的大院里。这个“大块
头”就是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
主磁铁。

一路之隔的花园里，立有钱三强、
王淦昌两位核物理学家、原子能院两
位前任院长的雕塑。花园的另一侧，
是一座式样古朴的大楼——反应堆大
楼，这里建有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
人们叫它“功勋堆”。

原子能研究离不开大型核设施，
没有大型核设施，所有研究都是纸上
谈兵。原子能研究需要的基础核设施
就是反应堆和加速器。

1955年，党中央作出了创建中国
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并决定从苏
联引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
性反应堆和一台直径1.2米的回旋加

速器。从1956年破土动工，仅仅两年
多，一座新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就
在荒滩上“长”起来。

1958年6月10日，回旋加速器调
试出束；1958年6月13日，重水反应
堆首次达到临界。

“一堆一器”的建成，标志着我国
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成功；1967 年 6 月，我国第
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1 年 9 月，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两
弹一艇”的成功背后，“一堆一器”
功不可没。

上世纪70年代，在运行二十年
后，反应堆出现设备老化现象，不得不
降功率运行。

今年已经80多岁的张文惠在反
应堆工作了几十年。他回忆道：“反
应堆心脏坏了，有人说换个心脏，还
有人建议换个更高级、有中国特色
的心脏。”

他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做理论分
析，验证反应堆改建的各项参数，用大
量的数据说服上级领导同意对反应堆
进行改建。

历时一年零六个月，重水反应堆
成功“返老还童”，性能得到提高，而且
总投资只有新建堆的十分之一。反应
堆重新焕发了生机，并为我国首座核
电站——秦山核电站的试验、设计做
了大量技术支持工作，还可以进行单
晶硅的辐照生产等。

从啥都得向国外学习到逐步掌握
核心技术，并创造性完成重水反应堆
的改建，原子能院的科研人员凭着对
核工业的情怀和拼搏精神，实现了技
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

“这说明中国科技人员的能力可
以屹立于世界反应堆之林。”张文惠自
豪地说。

1987年和2007年，回旋加速器
和重水反应堆先后完成了它们的历史

使命，光荣“退休”。
如今，“一堆一器”已经入选国家

工业遗产和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它们安静地矗立在原子能院工作区中
心位置，仿佛两位老人，见证着我国核
事业稳步发展。

多堆多器
核科技研发跑出“加速度”

深蓝色的水面清澈见底，反应堆
堆芯在金属容器的包裹下，静立水
底。水池四周的空间，簇拥着国内外
多家知名高校、领先研究机构共建的
各类先进谱仪。

这是记者在原子能院中国先进研
究堆所在地看到的一幕。

谱仪利用反应堆产生的粒子对
测试样品进行深度扫描“体检”，就像
是一双深入微观世界的“眼睛”，可以
分析样品的元素种类、含量、内部结
构等，还能发现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内
部是否有裂痕。有的测试样品仅有
针尖大小。

2010年，原子能院自主研发建成
中国先进研究堆。“这座功率60MW
的反应堆，主要技术指标位居世界前
列，亚洲第一，能为相关领域领先研究
提供不可多得的理想实验环境。”原子
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党委书记
王谷军说。

中国先进研究堆的建成、发展，是
原子能院科研能力加速快跑的一个缩
影。如今在原子能院，各种类型的反
应堆还有很多——

1984年，原子能院自主研发、设
计、建成我国第一座原型微堆。这种
小型、易于操作、功率低、固有安全性
好、对环境污染小、可建在大中城市人
口稠密地区的应用堆型，在国内外得
以迅速推广。原子能院已在国内外建
设8座商用微堆，近几年又先后实现
加纳、尼日利亚微堆的低浓化改造，使
得反应堆安全性和资源利用效率大幅
提升。

2010年，原子能院研发、设计、建

成中国实验快堆。作为第四代先进核
能系统主力堆型，相对于压水堆，快堆
不仅可以将铀资源利用率从1%左右
提高到60%至70%，还可使乏燃料的
放射性毒性影响和废物量降低数个量
级，促进核能绿色可持续发展。目前
我国600MW示范快堆的建设正在推
进中……

伴随着反应堆的快速发展，原子
能院加速器的研发也不断取得突破。
从最初的几百KeV的低能加速器，到
如今正在研发的230MeV、250MeV
超导回旋加速器等，一批批中高能加
速器的逐步产业化，正为或将为一些
医疗、工业等领域高精尖课题提供全
新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在工业应用领域，原子能
院的加速器相关工作，已从研发、设计
阶段，迈向标准制定阶段。其主导制
定的《工业无损检测用电子直线加速
器标准》，是我国首个无损检测探伤加
速器的国际标准，填补了我国在通用
核技术领域的空白。

“目前工业领域的高能大功率辐
照加速器研发，原子能院已处在世界
领先水平。”原子能院核技术所所长王
国宝说。

原子能院党委书记万钢说，从“一
堆一器”，到多堆多器，原子能院已建
立起反应堆和加速器事业，为我国核
领域基础研究，先进核能开发，核技术
应用拓展，乃至新时代核工业创新发
展提供支撑。

核技术应用
就在你我身边

核技术水平是一国科技水平和
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那么，高大上
的核技术跟人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
系呢？

这或许可以从一桩百年疑案说
起。史料记载，1908年，清光绪帝和
慈禧太后相隔不到一天先后死去，
死亡时间离奇巧合，引人猜测。此
后近百年，清光绪帝的死因一直困

扰史学界。
2008年，原子能院利用微堆中

子活化分析技术检测清光绪帝的
头发，发现其中含有高浓度的砷元
素，远高于正常人的砷本底值。寻
着这一线索，原子能院对光绪的衣
物和毛发等进行了进一步检测，最
终推定光绪死于砒霜（三氧化二
砷）中毒。

其实，日常生活中同类原理的
检测分析场景，在法医、环保等领域
并不少见，比如通过对雾霾中碳元
素的分析检测，可以对污染进行溯
源，知道雾霾是来源于燃煤还是秸
秆燃烧。

微堆除了用于检测分析之外，还
可以进行放射性同位素制备等。医用
同位素正被广泛应用于癌症、老年痴
呆、癫痫等各类疾病的诊疗。

据了解，正在研发的230MeV超
导回旋加速器，可用于被业界称为“抗
癌利器”的质子治疗。与常规放疗相
比，质子治疗具有精准、安全、高效的
特点。质子束射线在到达肿瘤病灶
前，能量释放不多，在到达病灶的一瞬
间，才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在杀死癌
细胞的同时将对周围正常细胞的伤害
减到最小。

除此之外，在农业、食品安全等领
域，电子加速器辐照还可用于杀虫、消
毒、保鲜等。在能源领域，核能除了可
发电之外，在清洁供热方面的应用也
正被国内企业挖掘。

原子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
技术人员刘兴民介绍，一座400MW
的“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供暖建
筑面积可达约2000万平方米，可温暖
20万户三居室，目前已在北方几个城
市开始选址。

“核技术并不遥远，它就在你我
身边。”王国宝说，全世界核技术产
业规模上万亿美元，在核技术应用
这个大市场中，我国拥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高
敬 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