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毕军 美编：杨薇A05 综合

■■■■■ ■■■■■ ■■■■■

广告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2000年，是教育部备案公办性质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连续三届荣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和连续三年荣登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榜单的院校。

一、招聘岗位
热带农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工业与信息学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中加学院）副院长、教务处（教学评价中心）处长等21个

岗位向社会招聘，具体岗位详见学校网站（http://www.hcvt.cn）招聘公告。
二、薪酬福利
薪酬面议，待遇从优；“五险一金”、免费体检、培训机会和各类奖励等；优秀人才可协议年薪制，符合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条

件的，可享受高层次人才引进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租房补助等优惠政策。
三、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7月23日（优秀人才可随时联系报名），报名材料发送至rlzyb@hcvt.cn（以“姓名+应聘岗位”命名）；联

系人：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人力资源处杨老师，0898-31930808,18608971526。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诚聘人才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90722期）

经定安县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
行公开拍卖：定安县定城镇沿江二路东侧400平方米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琼（2018）定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4512号】。参考价：129.04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20万
元人民币。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8月14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
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8月
13日17:00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
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 8月
13日12: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定安
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09 5366 9000 2005。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琼
9021委拍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
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相关税、费按法律规定缴纳。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98868 18889413333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382272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湾1号
（二期）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湾1号（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观海路102号，属《海口
市核心滨海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海口湾片区局部调整》A2302、A2303
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1栋地上6层/地下2层的商业楼，送审
方案规划指标符合已批准的修规要求。与修规相比，方案局部存在如
下调整：一、原产权式酒店及配套调整为商业楼；二、拟建建筑北侧原设
置为景观水池，现调整为绿地；三、负一层设置建设规模为6669.36m2

的产权式酒店配套。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7月22日至
8月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22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澄自然资告字〔2019〕9号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具有下
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
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
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9年7月29日至
2019年8月 20日下午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三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
口）查询和领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
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
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下午17时
前（以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
申请条件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8月20日下午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8月12日上
午8:30。（二）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8月22日上午10:00。（三）受理
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
（四）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一）上述两宗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
清晰。目前两宗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
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
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上述两宗地块
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二) 2707-201480-1号地块拟安排用于瑞溪
农贸市场项目建设使用。2707-201480-2号地块拟安排用于瑞溪农
贸市场配套商业设施项目建设使用。上述两宗地块项目属六类产业
园区外的非“十二个重点产业”项目，无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上述两宗地块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三）竞买
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
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
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
金的，出让人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
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六）本公告未尽事
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
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22日

地块编号
2707- 201480-1
2707- 201480-2

位置
澄迈县瑞溪卫生院北侧
澄迈县瑞溪卫生院北侧

面积(公顷)
1.6998
0.4264

使用年限
40年
40年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1.0
≤1.0

建筑密度
≤35%
≤35%

建筑限高
≤14米
≤14米

绿地率
≧30%
≧30%

起始价(万元)
1630
450

保证金(万元)
980
450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供 求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遗失公告
黄早水位于中兴大街DN-9财源
小区A幢A1单元403房《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儋州市房权证那大
字第10102号)不慎遗失，现声明
作废。凡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
起15天内向儋州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否则将注销该房屋所有权
证，按有关规定予以补发。特此公
告
联系电话0898-23880386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王宇永同志
因你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等，我公司决定于
2019年 7月10日解除与你2012
年12 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

特此通知
海口市航运公司

遗失声明
儋州那大力乍木春茶庄不慎遗失海南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4600164320；发票号码03484868-
03484882共15份，特此声明。
▲临高县临城镇南江村民委员会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
6410002736002，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爱她日用品生活馆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61301393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其利便利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2460400MA5T5TPN6C，现 声
明作废。
▲程笑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秀西
路160号金湾花园A1012房的房
产证,证号:HK199115,声明作废。
▲海南快韵仓储物流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9146000069892495X5）
遗失税控盘，盘号：661825622355，
声明作废。
▲潘俊成与周小容夫妇于2019年5
月21日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出生
男婴一名，因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46005579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湖南未来易购新零售供应链有限
公司、湖南未来易购新零售供应链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海南金晟
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公司并购重
组协议》，协议相关的资产移交、债
权债务转让手续均已履行，本公告
见报后五日内未来易购的会员如
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即视为认
可该协议债务换让的相关条款。

海南省电化教育招待所
关于限时办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海南省电化教育招待所全体在编
不在岗员工，请自本通知登报之日
起至8月26日前到招待所报到，
办理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逾期不
报到者，视为自动与海南省电化教
育招待所解除劳动关系。联系人：
杜家锦13976388030
吴雄13907689989

海南省电化教育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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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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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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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建设用地转让 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高新区狮子岭标准厂房出租
1530m28.8 米高厂房有配套办公
楼 甘 生 13876817658 黄 生
18689578933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黄
小希、曹槟）国务院新闻办21日发表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
地，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著名
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
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
荟萃之地。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
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
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
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
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
力恐怖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
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
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
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

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
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噪
新疆“独立”，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
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
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白皮书强调，历史不容篡改，事
实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
什么“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是经过
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
组成部分；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

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
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教不是
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
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伊斯兰教扎
根中华沃土并健康发展。

白皮书说，当前，新疆经济持续
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
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
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
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
发展时期。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传承红色基因 肩负时代使命

第27届全国青少年
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黄小希）以“辉
煌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第27届全国青
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21日在京启动。

本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将开
展“时代新人说”演讲活动、“唱响青春中国”活动、

“万支小队红色寻访”活动、“追梦新时代”摄影比赛
等系列主题活动，旨在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发扬革命传统，坚定勇挑重担、接力奋斗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读书教育活动让我养成了良好习惯，畅游知
识海洋”“作为新时代年轻人，要学好本领，为祖国发
展贡献力量”……参与本届活动的中小学生们说。

据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组委会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活动不断创新形式，开展了
阅读、写作、手抄报、讲座、参观、演讲、征文等系列
活动。由全国妇联主办的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
书教育活动已持续开展26年，吸引青少年8亿多
人次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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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心、中华情”：

澳门举行两岸暨港澳
青少年征文演讲比赛

据新华社澳门7月21日电（记者郭鑫）第十
三届海峡两岸“民族心、中华情”青少年征文演讲
比赛21日在澳门落下帷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
澳地区的40名青少年经过复赛、决赛两回合角
逐，决出公开组和中学组前三名。

本次征文演讲比赛由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
主办，主题为“民族心、中华情——携手共圆中国
梦”。40名参赛者均是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
的演讲比赛获奖者，或是由当地学校推荐的优秀
写作、演讲特长生，最终19人通过复赛进入了21
日的决赛。

决赛围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澳
门回归祖国20周年”和“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5周
年”三个题目展开，选手们充分发挥写作和演讲特
长，比赛精彩激烈。最终，公开组冠军由广州星海
音乐学院的杨子珺获得，亚军和季军分别是南通
大学的董博文和澳门濠江中学的陈师颖。陈师颖
同时参加了中学组的角逐并夺得冠军，中学组亚
军和季军分别被澳门同善堂中学的钟晓语和中山
市桂山中学的张晴获得。

担任本次比赛决赛评委的梁若冰对记者说，
无论是初中同学还是硕士研究生，他们的文章口
才和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责任担当，都超出我
们成年人的想象。今年恰逢澳门回归祖国20周
年、五四运动百年和黄埔军校建校95周年，参赛
学生的写作和演讲水平较往届更高，令人十分兴
奋和感动。

获得公开组亚军的董博文说，自己曾获得过
校级到省级的演讲比赛荣誉，这次是南通大学推荐
前来参赛。因为自己是甘肃兰州人，兰州又是丝绸
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因此决赛的题目选择了
《路通世界，胸怀天下》，相信未来有更多华夏儿女
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传递赤子之心。

7月20日，在香港添马
公园，香港各界共同展示“守
护香港”的大型标语。

7月20日下午，香港各
界举行“守护香港”大型集
会，呼吁维护法治、反对暴
力。大会主办方说，当天共
有逾30万人参加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香港各界举行
“守护香港”
大型集会
护法治反暴力

新华社香港7月21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负责人7月21日晚发表声明，对部分
激进示威者围堵中联办大楼并污损国
徽的行为表示严厉谴责。

该负责人表示，在21日的游行队
伍到达终点后，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
中联办，破坏设施，污损国徽，喷涂侮
辱国家、民族的字句，这些行径已经完

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范畴，不仅违反基
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更严重挑战“一
国两制”的底线，严重挑战中央权威。
我们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并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严惩违
法暴力行为，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

该负责人强调，中央驻港机构严
格按照宪法、基本法和中央授权在港
履行职责，不容挑战。他呼吁香港社

会全体市民认清极少数激进分子的
暴力危害和本质，坚决维护“一国两
制”，维护法治。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21日晚就香港
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一事发表谈
话，对有关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该发言人说，21日晚部分激进示

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香港警方
及时采取有关行动非常必要。我们坚
定支持特区政府，维护香港法治，惩治
犯罪分子。

据新华社香港7月21日电 香港
21日出现激进示威者冲击中央政府
驻港机构情况，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特区政府一直对市民和平表达诉
求予以尊重，但近日发生一连串事件，
包括和平游行后一再发生违法示威等
事件。警方更发现有人非法储存危险
物品及大量攻击性武器。特区政府担
心一小部分激进人士，有计划地煽动
群众，挑战法纪，甚至冲击中央驻港机
构，此举对特区的治安及“一国两制”
构成威胁，社会绝不能接受。

就香港激进示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

香港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