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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35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晶展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鹿成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裕昌实业有限公
司、海南诚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建丰达娱乐有限公司、郑荣
芳、邢福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诉讼阶段，申请执行人向本院
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2018)琼01财保1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
被执行人海南晶展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
秀路16号明珠广场第七层房产(不动产权证号:HK044686，建筑
面积9090.43平方米)。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675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南阳光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 琼01民终217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19年8月28
日查封被执行人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滨海大道南侧天地凤凰城二期项目1302地块2号楼507
房、3A07房，现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
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898-68651334
二O二O年三月六日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08单元
1号-4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08单元1号-4地块土地权利
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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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
件。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
（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08单元1号-4地块的投资强度不
低于42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525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24.5
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项目约定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08单元1号-4地块地上建筑须按照装配
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
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5日内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
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8日至2020年5月27日到琼海市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8日至
2020年5月27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或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下午17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0年5月28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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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1.起始时间：2020年5月18日上午9
时整。2.截止时间：2020年5月 29日下午16时整。七、其他需要公告
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
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
cn/ggzy/、http://Ir.hainan.gov.cn/。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
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2.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
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
名、报价。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号；联系电话：
0898-62811911、65303602；联系人：蔡先生、李先生 九、本公告未尽
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5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琼海告字[2020]2号

地块名称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08单元1号-4地块

土地位置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

土地面积
（m2）

6973.24

土地用途

医疗卫生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绿地率

≥45%

建筑密度

≤25%

建筑限高

≤24m

开发期限
（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50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
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3-03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
30天（2020年4月25日至2020年5月24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
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
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
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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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 25日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B-03-03地块规划控制
指标修改论证技术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海南省检察机关第三批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实施方
案》，经海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评审表决，确定申建涛等
60名同志为我省检察机关第三批员额检察官人选，现予公示（以
姓氏笔画为序）。

一、海南省人民检察院（7人）
申建涛、齐同富、苏鲲鹏、杨向勇、吴粤海、蔡闽、薛鸿肖
二、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1人）：冯怡
三、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4人）：孙德伟、张浩、胡振

中、郭俊
四、海口市人民检察院（3人）：杨柳、陈建萍、林晓梅
五、儋州市人民检察院（5人）：万琪、王水龙、李弘扬、林莘、蔡

敷隆
六、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1人）：邓梦漪
七、琼海市人民检察院（3人）：邓智标、杨乐、廖光平
八、文昌市人民检察院（4人）：李豪、吴建广、陈荣干、韩慧俊
九、东方市人民检察院（1人）：黄土育
十、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2人）：刘永强、张最锐
十一、定安县人民检察院（2人）：孙广好、闵天
十二、屯昌县人民检察院（1人）：张余全
十三、澄迈县人民检察院（6人）：王广钦、王咸青、邓仕琨、严

德令、黄国静、黄洪
十四、临高县人民检察院（4人）：李秀怡、吴丹枫、胡诗泉、蒙

子强
十五、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人）：符浩
十六、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人）：李峰
十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2人）：王奇卉、郑龙
十八、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人）：黄秀云
十九、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4人）：丁文娟、姚勋、黄再

波、符致剑
二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3人）：杨世锋、徐欧云、郭益

玲
二十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1人）：张虎
二十二、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2人）：毛敏、冯源长
二十三、三亚城郊人民检察院（1人）：徐朋
公示时间：2020年4月26日—30日，共5个工作日。如需反

映情况，可在公示期间向海南省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反映。联
系电话：0898—65315052。联系地址：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省
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

海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2020年4月24日

海南省检察机关第三批员额检察官人选公示招标公告
我行拟采用公开方式选聘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现公开

邀请有资质、有实力、信誉好、业务精、有经验的工程造价
咨询单位参加。有意向的单位请于2020年4月26日9:
00时至2020年4月30日17:00时之前（北京时间，节假
日除外）发送企业介绍信（后附营业执照副本、或三证合一
证件、资质证书、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并加盖
公章）的扫描件至我行报名，报名并通过预审后，方可获取
招标文件。邮箱：shichuan@adbc.com.cn。联系电话：
0898-68552018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0年4月25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5月7日上午10：30在屯昌县

财政局八楼会议室按现状公开拍卖：屯昌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罚没河砂约3927.8m3，参考价：41.5万元，竞买保证

金：41.5万元；标的展示地点：屯昌县屯城镇环东二路与

兴业路交叉口东南处；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20年5月

6日16：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地址：海口市

华 海 路 15- 3 号 经 贸 大 厦 九 层 ；电 话 ：（0898）

65308910 、6781892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3011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南南方中农肥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魏有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
5551-5552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
因被执行人魏有发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于2020年3月27日查封魏有发名下普拉多品牌车辆一辆（车牌
号码：琼A8VQ38、车辆识别代号259751）。现本院拟对该查封
车辆进行处置。如对上述车辆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联系电话：0898-68651334

申请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及海南

省新闻出版局关于申请新闻记者证工作的有关要求，现将海

南日报社申请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0年4月24日一5月9日

举报电话：0898-66810891、0898-66810664
海南日报社

2020年4月23日
海南日报社（18人）：
吴 斌、冯春山、楚 煜、于伟慧、张永生、尤梦瑜、

邓海宁、张 毅、孙发强、李艳玫、邱肖帅、陈卓斌、

陈奕霖、林书喜、徐晗溪、唐咪咪、曾毓慧、蔡曼良。

尸体认领启事
2020年4月23日9:09分，在海南铁路西环货

线海口站至海口南站间K5+900处，一名违法进入

铁路栅栏的人员被火车撞死，该人员为女性，60岁

左右，身高1.55m，穿黑色羽绒服，紫色竖条纹裤子，

白色袜子，棕色皮鞋，没有任何证件，目前尸体存放

于海口市殡仪馆。请知情者与海口火车站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31686468、31686402。

海口铁路公安处海口车站派出所

2020年4月25日

香港首宗侮辱国旗案
被告获刑20日

新华社香港4月24日电 香港一名21岁男
子2019年因侮辱国旗，原本被判200小时社会服
务令，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申请刑期复核。香港
高等法院上诉庭24日表示，被告侮辱国旗行为恶
劣，改判被告监禁20日。这是香港首宗侮辱国旗
被判刑案件。

律政司在申请上诉时表示，原审裁判官在判
刑时低估案件严重性，没有考虑判刑须具阻吓性，
而被告犯案已持续一段时间，且涉及不同形式的
侮辱，认为其严重程度属中等至高等，应该判处监
禁式刑罚。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在裁决时表示，被告侮辱
国旗行径恶劣，严重贬损了国旗所代表的国家尊
严。被告当时在人群集中的地方以多种方式侮辱
国旗，因案情严重，即时监禁是唯一选择。

被告早前在沙田法院承认，他曾于2019年
9月22日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及沙田大会堂一带，
公开及故意以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
辱国旗。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胡
喆）中国行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
（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
编号。4月24日，第五个中国航天日之
际，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名称、任务标识在2020年中国航天日
线上启动仪式上正式公布。

据悉，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
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
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
索的文化传承，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
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象征

“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展示了独特字
母“C”的形象，汇聚了中国行星探测
（China）、国际合作精神（Coopera-
tion）、深空探测进入太空的能力（C3）

等多重含义，展现出中国航天开放合作
的理念。

4月24日上午，以“弘扬航天精神
拥抱星辰大海”为主题的2020年中国
航天日启动仪式在国家航天局网站等
网络平台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东
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之一、神舟
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中
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作为中国航天三
大里程碑事件的杰出代表今年被国家
航天局聘为“中国航天公益形象大使”，
在线亮相交流。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中
国航天日今年以“弘扬航天精神 拥抱
星辰大海”为主题，希望激励广大青少
年树立远大理想，崇尚探索创造，在奋

力奔跑中实现人生价值；勉励航天人聚
力愿景目标，直面风险挫折，在接续奋
斗中建设航天强国。国家航天局愿在
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
与国际社会携手共进，为探索宇宙奥
秘、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
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
空、造福全人类的序幕。为纪念“东方红
一号”这一中国航天事业开创性、奠基性
成就，2016年，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
复，将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中国航天日至今已举办四届，搭建
了普及航天知识、激励科学探索、培植
创新文化的平台，成为公众和世界了解
中国航天的一个窗口。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

最高法再发声：

坚决依法纠正
对湖北籍劳动者的就业歧视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罗沙）针对
一些单位出现拒绝招录甚至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
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的党组会议再
次明确：“坚决依法纠正”。

最高法强调，严禁歧视湖北籍劳动者，坚决依
法纠正个别单位拒绝招录、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
者等就业歧视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权
利，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的公正
与温暖。

此前，最高法已经下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
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根据这份意见，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
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湖北等疫情
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我国劳动法律从不同角度，对保障劳动者公
平就业、禁止就业歧视作了明确规定。近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表示，针
对个别用人单位拒绝招录、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
者的现象，各地方要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最高法同时提出，要依法严惩影响疫情防控
和社会稳定的各类犯罪，妥善审理各类涉疫案件，
在法治轨道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

“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
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
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
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
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
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
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在广大航天
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
要传承精神、牢记使命，为早日实现建
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奋勇前行。

1970年4月24日，经过广大参研
参试人员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
功。据统计，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
市、1000多家单位抽调精兵强将参与
集中攻关。科技工作者在动荡年代咬
牙坚持、艰难攻关，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突破。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意义非凡。

近日，孙家栋、王希季、戚发轫、胡
世祥、潘厚任、胡其正、彭成荣、张福
田、陈寿椿、韩厚健、方心虎等11位

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顾了中国航
天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表达了对实
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坚定信心。

这11位老科学家中有两位“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分别是91岁的
孙家栋和99岁的王希季。他们当中，
既有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项目的技
术专家，也有从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设计的研究员，还有负责试验基地发射
控制台的操纵员。“东方红一号”任务结
束后，他们又奋力投身后续的航天重大
工程，推动并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50
年来的巨变。如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
韩厚健、方心虎也已是79岁高龄。

“那个年代，能把第一颗卫星送
上天，每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
的，真感觉到扬眉吐气。”“东方红一
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院士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着对老
一代航天人的高度嘉许，饱含着对新
一代航天人的殷切希望，饱含着对发
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重托期
待，这是极大的勉励、鼓舞和鞭策。

作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
拉开了中华民族探索宇宙奥秘、和平
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收到回信我们非常激动。”“东方
红一号”卫星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戚发
轫院士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和
发射，奠定了我国航天事业前进发展的
重要基础，这段攻关岁月，也构成了我
国“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核，“我们一定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为早日实现
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早日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贡献力量”。

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经中央批
准、国务院批复，自2016年起将每年
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葛小春说，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50年来，一代
代航天人自强不息、接续奋斗，积淀传
承了“两弹一星”精神，中国航天为推
动科技进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增进
人类福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和推进复工复产的当下，
更加需要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深情回顾
了在陕北梁家河关心“东方红一号”卫
星发射的往事，让广大航天工作者感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航天情怀，
也体会到党中央对航天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亲切关怀。

“今年，火星探测任务和嫦娥五号
月面采样返回任务计划将先后实施，这
将是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又一次跨
越式突破。”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国家航
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
说，“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接过老一代航天人的旗帜，以‘严而
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的标准，直
面挑战，攻坚克难，大力突破核心技术，
争取早日完成‘探月’和‘探火’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
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过去
几年中我们实现了“嫦娥”探月的五战
五捷，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和国
家对航天事业的科学部署和亲切关
怀，也离不开老一辈航天人留下的宝
贵精神财富。今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将通过一次发射任务实现火星环

绕、着陆和巡视。为了这个目标，全体科
研人员正在夜以继日地攻关。我们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敢于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助推我国深空探测走向更远的地方。

“老一辈航天人面对技术封锁艰
难起步，面对艰苦环境挥洒热血汗水，
成功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
一号’卫星送入太空。”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总设计师张智表示，进入新时代，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研制团队承担着我
国载人火箭的研制重任，我们将以更
大的智慧和勇气，继续谱写建设航天
强国的新篇章。

“接过沉甸甸的接力棒，年轻一代
航天人更觉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国
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调研员祁海明深
受鼓舞，“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谆谆教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
扬的斗志，为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
的伟大梦想作出应有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
董瑞丰 胡喆）

传承精神 奋勇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激励航天工作者勇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