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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三亚得天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和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203202003477），现声明作废。
▲陵水海韵广场装修韩韵姿整体
年轻健康管理机构汪娇遗失保证
金收据，收据编号1138112，金额
8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蓝洋温泉度假村遗失财务
专用章，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邢扬文居民身份证遗失，身份证

号码：460022198609203212，特

此声明。

▲海口琼山醇品聚茶阁饮品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1071679957，

现声明作废。

▲叶凤銮遗失座落于龙楼圩新兴

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文国

用（2000）字第W1500491 号,特

此声明。

▲蔡晓彬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52319，金额

200,000元；雅恒0052321 ，金额

420,994元。声明作废！

▲东方市新港萍水湾钓鱼台下岗

职工海鲜加工广场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王淑霞遗失海南闽庄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庄园御景3号楼二

单元13A12收款证明收据两张，

编号：0000431号、0005260号，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威宇纸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02004299. 税务登记证号

460100620326191。拟向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

资产清算第二次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因

幼儿园发展需要，现与山高教育集

团合作,经过幼儿园董事会研究同

意,于2019年11月28日起至2019

年12月29日止，对原迪尼布朗幼儿

园进行财务清算。并成立财务清算

小组，清算小组由七人组成（举办者

王小燕、杜良艳财务、王丽萍行政、

温丽君代表、陈少敏代表、卢裕莲代

表、许莲妹后勤）。办公室设在财务

部。清算联系人：王小燕，联系地

址：海口市龙华区凤翔西路富源大

厦旁，联系方式：089865900939，邮

箱:775893037@qq.com。

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

2019年12月8日

收 购
收购二手机械升降车架。联系电
话：13618886133 1363765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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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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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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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广告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行现需处置一批报废电脑、显示

器、打印机、扫描仪、UPS主机等电子

设备，有意者请在登报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参加竞价购买，联系电话：

66562073 。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东线万宁局
部路段病害修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万宁段局部路段路面病害集中处置
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
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2日，每日作业时间为
7：00至18：00（法定节假日期间，含假期前1天不作业），封闭
G98环岛高速公路K138+000至K154+000段局部右幅（海口
往三亚方向）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车辆从第一行车道通行。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标志或按现场交
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
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9年12月8日

为科学、高效推进江东新区规划建设工作，根据市委、市

政府工作部署，我局组织编制了《海口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

控制性详细规划》，目前已形成阶段成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 12月 8日至2020年 1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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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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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

公区15号楼南楼2044室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

审查办公室，邮编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

4、联系人：陈翔宇，咨询电话：6872439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为落实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战略部署，科学、高效推进江
东新区规划建设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局组织编
制了《海口江东三组团（国际综合服务组团、国际文化交往组团、
国际高教科研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目前已形成
阶段成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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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
审查办公室，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
南楼3051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邮
编：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

4、联系人：余小兵、毛红杰、陈翔宇；咨询电话：68724398、
68724390 。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江东三组团（国际综合服务组团、国际文化交往组团、国际高教科研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公示启事

新华社太原 12月 7日电（李国
利、路俊）12月7日的6个小时内，我
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两枚同型号
火箭，相继将7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当日10时55分，一枚快舟一号
甲运载火箭托举着“吉林一号”高分
02B卫星顺利升空。16时52分，又一
枚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将
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6小时之内，在同一发射场进行
两次航天发射，这是中国航天的新
纪录，也标志着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在快速发射和应急发射能力上取得
突破。

近年来，随着航天发射密度持续
提升，快速、高效已成为现代化航天发
射场必须面对的课题。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前瞻未来发射需求，勇于探索、大

胆创新，在优化组织模式和推动精细
化管理工程上下功夫，相继圆满完成
长征六号“一箭20星”，我国首次海上
发射等重大航天任务，不断刷新进军
太空的中国高度。

“6小时之内圆满完成两次卫星
发射任务，表明中心在一体测发、多星
联调、快速转换、全程管控等快速发射
核心能力建设上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心主任于志坚说。
据介绍，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党委

始终将创新创造作为提升核心能力的
关键一招，在航天发射组织形态上不
断探索创新。传统航天发射环环相
扣、一步一动链式组织模式，存在风险
高、准备周期长等缺陷，难以适应多发
并行、快速发射的新要求，中心便将测
试、发射、测控等系统科学划分模块，

链入数字化指挥系统，针对任务需求
进行模块组合，实现由大而全的系统
保障向小而精的模块化保障过渡，使
发射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还搭建以
万兆网为主体的网络传输平台，对发
射工位、指挥控制平台以及各测量控
制站点等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信息
采集、信息传输、信息分析的全覆盖，
航天发射综合能力大幅提升。

中国航天又创新纪录

太原卫星中心6小时内两次发射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12
月 7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通电话。

杨洁篪强调，近来美方允许所
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法，美
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
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美官员多次
发表歪曲、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和内

外政策的言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
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背中美两国
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意愿。中方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杨洁篪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最根本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符合
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

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有高度的自信，将坚定不移沿着
这条道路走下去，任何人都不能
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中方将坚
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我们吞
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方敦
促美方认清形势，纠正错误，立即
停止对中方的歪曲污蔑，立即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

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开展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记者魏玉坤）记
者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
会近日印发《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与管理
办法》，将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一批基础条件好、保
障能力强的安全发展城市代表。

办法旨在规范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过
程中的评价与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

办法规定，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与管
理工作由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国务院安委办
组织实施，坚持城市主动申请、逐级复核评议、部
门共同参与、命名动态管理的原则，每年评价命名
一次，三年后复评，符合条件的继续保留命名。

办法明确，创建范围为副省级城市、地级行政
区以及直辖市所辖行政区县，参评城市要聚焦以
安全生产为基础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建设。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周永康

开除党籍处分，打破了一些人对党惩治腐败“刑不
上大夫”“反腐有禁区”的臆想和疑虑。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
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
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
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
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十八届中
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
中管干部440人，严肃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
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案
件。从党的十九大闭幕至2018年底，先后有77
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
务，不能有差不多、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坚定
不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发展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
朗朗乾坤。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12月4日，杨小锋在检查那受村对口扶贫户的青瓜种植情况。
杨小锋是海南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3年来，他一直坚守在

田间地头，带领团队设计出热带可降温抗台风大棚，培育出“水培蔬菜”，显著降
低蔬菜栽种成本。

2018年5月开始，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委
会驻村第一书记。那受村是少数民族聚居村，黎族人口占七成左右。杨小锋
根据村民种植需求，发挥南繁科技的优势，在当地打造起畜禽养殖、食用菌种
植、黎苗药种植等一系列扶贫产业。为当地村民种植瓜菜解决了许多问题，使
那受村产业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新华社发（张丽芸 摄）

“泥腿子专家”钻研大棚十三载 科研助力黎乡脱贫
■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方近日又玩弄老把戏，在国
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
人权政策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
白，无视新疆各族人民基本人权得
到有效保障的客观事实，打着保护

“人权”的幌子歪曲抹黑新疆的反
恐、去极端化工作，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妄图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
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大，14
亿中国人民绝不接受、绝不答应。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新
疆各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新
疆2500万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发展
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对于中国
新疆的人权状况，生活在那里的各
族人民最有发言权。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成立64年来，经济总量增加80
倍，仅 2014 年以来就有近 300 万贫
困人口脱贫。2018年，新疆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1%，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7.6%。旅游业呈现井喷式增长，
2019年1月至10月，共计接待国内
外游客2亿人次，同比增长逾42%。
新疆目前有28000多处宗教场所，其
中包括24000余座清真寺，平均530

位穆斯林民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
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
惠民工作取得新成效，各族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面对一段时期暴力恐怖事件多
发频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新疆依法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反恐
和去极端化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新疆
各族人民的安全、人权。此举极大地
扭转了当地安全形势，不断释放稳定
红利。新疆已连续3年没有发生一
起暴恐案件，呈现出繁荣稳定、民族
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过去的
几年，新疆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好，在
新疆人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
意义，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

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
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
美国一些政客对受到暴恐威胁的新
疆各族人民的人身安全毫不关心，
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显著成效
和人权保障成就视而不见，执意炮
制通过该法案，为“三股势力”撑腰
打气，可见其根本不是关心新疆的
人权，而是别有用心。

回顾过往，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一
些政客见不得别人好，哪个国家发展
快、政局稳，美国就要处心积虑想方设

法插一杠子，让那个地方动乱不安。
美方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对中国指
手画脚，目的无非是想借所谓新疆问
题丑化中国的形象，破坏中国的稳定，
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充分暴露了美方
妄图“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

当前，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
繁荣发展时期。但美国一些人却不
愿看到新疆的大好局面，坐立不安，
横加指责，极力抹黑。然而谎言就
是谎言、真相就是真相，任何诽谤，
都改变不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步
的事实；任何图谋，都干扰不了新疆
发展繁荣的进程；任何妄图借所谓
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
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注定失败，也
终将沦为历史的笑柄。

新疆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新疆安定祥和、繁
荣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决不允许
外部势力横加干涉，中国各族人民
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意志坚
如磐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步伐不可阻挡。我们奉劝美方摒弃
冷战思维，不要在霸权主义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收回干涉中国内政的
黑手，停止自取其辱的闹剧！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人权”幌子掩盖不了险恶用心

中蒙联合考古队中方负责人周立刚12月6
日告诉新华社记者，该考古队在蒙古国后杭爱省
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发现入选美国《考古》杂志评
选的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图为中蒙联合考古队队员在位于蒙古国后杭
爱省的发掘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中蒙联合考古成果
入选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