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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人员安排的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
（琼改办〔2019〕12号）和《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
撤销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等19个事业单位
的通知》（琼编〔2019〕80号），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中心、
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信息中心和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执法
局予以撤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见此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吕书为 联系电话：66812593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6月1日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0年度
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2020年度废旧PS版处置

项目（HNRBYSC-2020-1）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

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

标结果是：

吴川市鼎盛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0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12日，如

对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

开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孔小姐 0898-66810307。

关于力神咖啡深加工易地技术改造
项目规划许可证正副本遗失的公示

海口市规划局2012年6月26日颁发的力神咖啡深加工易
地技术改造项目规划许可证正副本，编号为：建字第
460100201200116号(建筑类)不慎遗失,声明作废。特此公
示。1.公示时间:10天(2020年6月11日至6月21日)。2.公示
方式: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44258958@qq.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海口市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农信楼十楼，邮政编码570203；（3）意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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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36689271，联系人：黄工。

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1日

铺前船厂职工保障住房项目铺面
整体招租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4HN0036-1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文昌市铺前镇铺前船厂职工保障住
房项目1、2号楼11间铺面整体招租，挂牌价格为242,736元/第
一年租金,租赁期限为5年。公告期：2020年6月11日-2020年
6月28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
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
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66558034 黄小姐、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6月11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区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线、ITV、上网、语

音等业务使用将受中断6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6月16日00:00－04:30，对加茂镇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0年6月17日00:00－04:30，对三道场镇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0年6月18日00:00－04:30，对响水镇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0年6月19日00:00－04:30，对新政镇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营业网点装修工程设计单位项目
三、采购标的：具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装修工程设计经验的

设计公司，服务期限三年。
四、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截至投标截止日/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

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供应商或其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
采购禁入名录》。

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
《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

5.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采购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6.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
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7.近三年没有因腐败欺诈或违法违规行为而被政府、主管部
门或业主通报或宣布取消投标资格。

8.近五年内，未与农行系统任何单位或金融同业发生过诉讼
争议，与农行系统任何单位或金融同业合作过程中没有违法或不
良记录或重大投诉或被列入黑名单。

9.具有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乙级（含）以上资质。
10.2017年1月1日以来承接过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设计项目

（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具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设计经验。
五、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授权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其他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
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设计案例一份。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3.联系人：陈女士
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七、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
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营业网点装修工程设计单位项目公开报名公告

关于邀请参与江东大道二期景观提升安置区
配套工程施工招标代理单位的公告

江东大道二期景观提升安置区配套工程位于美兰区灵山镇江东

大道二期北侧，南调村旁,项目总用地面积为74亩, 总投资约4300

万元。现需向社会邀请参与施工招标代理单位，请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含具体金额、资质、业绩等资料）的

形式报至我司项目部，截至6月15日下午17 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

不予受理。

公司名称：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美兰区美坡路中贤小区A栋2楼

联系人:陈工;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1日

2019年1月1日前，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

在执勤执法中依法扣留的机动车（含超标电动车），至今仍有部

分当事人未到我支队接受处理（详细车辆信息请登陆洋浦政务

网站（网址：http://yangpu.hainan.gov.cn//yangpu/0402/

202006/25dff5ff4a404ab183b5dba6cd83e48c.shtml）；洋浦

交警微博查询），请车辆驾驶人、所有人或管理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个月内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交警支队接受

处理。逾期未接受处理的，我支队将对扣留的车辆依法予以

处理。

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6月11日

关于处理被扣留机动车的公告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博鳌·晟
景海岸项目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宏富轩置业有限公司，位于琼海市博鳌镇万
泉河口海滨旅游区,用地面积为80520平方米。根据《博鳌海滨旅游
区、博鳌滨海风情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报批稿），项目用地规
划性质为商业混合旅馆用地，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1.0，建筑密度
≤40%，建筑高度≤36米，绿地率≥25%。现申报的项目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09358.71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80339.65m2）,
容积率0.998，建筑密度18.22%，绿地率38.5%。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6月
11日至6月19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
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
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
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02室；地址：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
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
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
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9日

海南亚创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贵司经营异常，我局已经无法与贵司取得正常联系，故我局

现就关于解除与贵司签订的《承包经营林木合同》、《承包经营林木合
同书》、《承包经营林木合同补充协议》及《合同书》的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望贵司见报来函处理相关合同解除后的后续事宜：我局于2003
年10月16日与海南五指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林木合
同》，将南开乡唐牵岭和细水乡白石岭27794亩加勒比松林承包给五
指山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承包金为每年416910元。我局于
2005年4月28日与五指山亚热带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承
包经营林木合同书》，并于2005年5月9日与该司签订了《承包经营
林木合同补充协议》，将南美岭20434亩加勒比松林承包给五指山亚
热带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承包金为每年150万元。
2010年五指山亚热带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五指山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五指山林业化工有限公司等重组，成立贵司。之后，我局
于2010年8月18日与海南五指山集团有限公司、贵司共同签订了
《合同书》，另于2009年12月4日与五指山亚热带林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贵司共同签订了《合同书》，自此，原合同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
原由海南五指山集团有限公司与五指山亚热带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享有的合同权利和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已经按照约定全部由贵司

承担。按照合同约定，自2010年至今，贵公司应当于每年的12月31
日前向我局缴付林木承包金1916910元。但是，截止至2017年12
月31日贵公司累计拖欠世行林等林木承包金共计9167640元。鉴
于此，我局已于2018年5月8日在海南日报上发布了《关于催缴拖欠
世行林等林木承包金的公告》，限贵公司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向我局支付所拖欠的全部林木承包金款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否则，我局将解除全部承包经营林木
合同书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并收回全部林木承包经营权，依法追究贵
司的法律责任。鉴于贵司至今未向我局支付贵司所拖欠的林木承包
金，亦未与我局就相关的履约事宜进行协商，我局认为贵司已不具有
继续履行我局与贵司签订的上述全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能力，我局
基于上述全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也已经无法实现。故，我
局现依法通知贵司如下：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局解除与贵司签订
的上述全部合同及补充协议；同时，我局将依法追究贵司基于相关合
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向我局所负的包括支付林
木承包金及违约金在内的全部法律责任，并收回贵司基于相关合同
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所取得的全部林木承包经营权！特此通知！

附：我局联系人:陈凌，联系电话:27723290
白沙黎族自治县林业局 2020年6月11日

关于解除合同等相关事宜的公告

“我们不需要道歉，需要的是改
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非裔
民权运动领导人阿尔·沙普顿9日在
乔治·弗洛伊德的葬礼上说。

因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非裔
美国人弗洛伊德的葬礼9日在其“家
乡”——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市的一座教堂举行。葬礼于上午11
时开始，500多名来宾参加，另有数千
民众以其他方式向弗洛伊德做最后
告别。

除了沙普顿，出席葬礼的还有弗
洛伊德的家人，美国前副总统乔·拜
登，休斯敦非裔市长希尔维斯特·特
纳等。为确保安全，来宾被要求佩戴
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沙普顿在致悼词时质问：美国经
常指责别国的人权状况，而弗洛伊德
的人权又在哪里？“如果不认清伤痕，
就无法治愈伤痛。”他呼吁人们继续
为种族平等而斗争。

拜登通过录像向弗洛伊德致
哀。“为何在这个国家，非裔美国人会
在日常生活中就无端丧命？”拜登在
视频中说，“当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一
事得到公正处理，我们就朝着美国的
种族平等迈出了一步。”

弗洛伊德的侄女布鲁克·威廉姆
斯追忆亲人的讲话让全场来宾动
容。“那名警察看着我叔叔的灵魂离
开他的身体却没有丝毫悔意，这不仅
是谋杀，更是仇恨犯罪。”

“有人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可美
国真的伟大过吗？”她质问道。

葬礼上播放的一段简短录像记
录了弗洛伊德生前场景，以及他死

后美国各地爆发的大规模抗议集会
活动。

长达4小时的葬礼结束后，弗洛
伊德的遗体被运往休斯敦一处墓地
安葬，长眠在其母亲身旁。在接近

墓地时，金色灵柩被放置在一辆马
车上进入墓园，以此特殊方式表达
对他的纪念。从灵柩启程直到墓
地，大批民众在沿途聚集，目送弗洛
伊德最后一程。

此前，在弗洛伊德去世的明尼苏
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和他的出生地
北卡罗来纳州分别举行了追思会。
弗洛伊德的灵柩于7日晚间运抵休斯
敦，于8日在同一座教堂举行了遗体

公众瞻仰活动。
弗洛伊德从小生活在休斯敦一

个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社区。他于5月
下旬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这
起事件在美国引发持续多日的抗议
示威和暴力冲突。

事件发生后，休斯敦人用各种方
式纪念这位“家乡人”，以不同方式表
达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反对。

在弗洛伊德生活过的社区，一幅
巨大的涂鸦近日出现在一座建筑外
墙上。涂鸦上的弗洛伊德有一副天
使的翅膀，旁边书写着他的昵称“大
块头弗洛伊德”。连日来，人们在涂
鸦前摆放鲜花、贺卡和气球，并拍照
留念。

涂鸦前，休斯敦市民埃丽卡·戈
麦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

“我是来表达敬意的。弗洛伊德的离
世让人伤心，是社区的损失。”

在休斯敦市西部一个繁忙的高速
公路路口，“乔治·弗洛伊德”的名字书
写在巨大的立交桥上，清晰可见。

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名艺
术家用两天时间制作了五幅广告牌，
上面写着弗洛伊德被警察用膝盖压
着脖子时艰难说出的最后话语：“我
脖子很痛”“我腹部很痛”“求求你，我
无法呼吸”“所有地方都很痛”“他们
要杀死我”。

小飞机拖拽着这五幅广告牌，分
别飞越达拉斯、迈阿密、底特律、洛杉
矶和纽约上空，警示人们，弗洛伊德
的死不该被忘记。

（新华社休斯敦6月9日电 记者
高路 长远）

呼唤平等与正义
——弗洛伊德葬礼在美国休斯敦举行

近期，欧洲等地新冠疫情趋于稳
定，限制措施有序解除，经济活动重新
开放。复工后的跨国公司急盼市场需
求回暖，重启“买买买”的国际消费者
渴求丰富商品供给。在全球疫情中率
先复苏的中国，其市场与制造备受青
睐，中国经济恰似“暖风”正驱散世界
经济寒意，鼓动世界经济风帆。

新冠疫情将世界经济拖入二战后
最严重的衰退，供需两端“急冻”，产业
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

缩。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中国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
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
不失时机推进复工复产，率先重启经
济，既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世
界经济复苏打下重要基础。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近日刊文引用德意志银行研究成果
称，疫后中国经济复苏“将会令人印象
非常深刻”，在一季度收缩之后，第二
季度环比增速将达到5%至6%。

在德意志银行专家看来，中国经
济内需部分已经恢复良好，中国出口
亦好于预期。德国媒体在盘点汽车业

近况时直言，“中国市场：风景这边独
好”。中国汽车消费的快速复苏让德
国最大的支柱产业重燃希望。大众集
团首席执行官迪斯指出，疫情之下若
无中国市场的强有力支撑，集团业务
所受影响之大难以想象。

不仅在全球疫情中率先复苏，拥
有 14 亿人口和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
入群体的中国市场更有着长期而巨大
的增长潜力和吸引力。正因看好中国
市场，遭遇疫情与行业转型双重压力
的宝马、大众近日宣布扩大在华投资，
发力布局中国新能源市场。

另一方面，从输出口罩、呼吸机等抗

疫物资，到恢复出口各类中间产品及终
端消费品，“中国制造”持续远销海外各
国，增加当地市场有效供给，满足民众防
疫新生活需要，支持各国复工复产，并为
修复全球产业链发挥重要作用。

5月份，中欧班列单月开行量首破
1000列，货物发送量亦创历史新高，为驰
援全球战疫、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
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凭借高性价
比和高效的供货能力，中国自行车近期
热销欧美，有效满足了当地民众疫情防
控期间的通勤、健身需要。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波罗的海
国际航运公会首席航运分析师彼得·

桑德的话说，中国建立了庞大的物流
生态系统，助力全球贸易不断发展。
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协会调查，得益
于来自中国的产品供应改善，该国机
械制造行业供应链紧张有所缓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眼下全球
疫情未消，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摆
脱深度衰退、回归可持续增长绝非朝
夕之功，仅靠中国亦难完成。唯有各
方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坚持多边主
义，加强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才能早日

“开春”。
（新华社法兰克福 6月 10日电

记者沈忠）

中国“暖风”驱散世界经济寒意

6月9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人们在举行弗洛伊德葬礼的教堂外献花。 新华社发（劳承跃摄）

法国宣布
150亿欧元航空业救助计划

据新华社巴黎6月9日电（记者徐永春）法
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9日宣布一项
约150亿欧元的航空业救助计划，旨在帮助法国
航空业应对危机、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

勒梅尔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受
新冠疫情影响，航空运输客运需求以及航空制造
业订单大幅下降，法国航空业面临危机，这可能造
成1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因此，政府迫切需要进
行干预，以拯救航空业。”

勒梅尔说，15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包括援助、
投资、贷款和担保等一揽子措施，旨在扶持航空业
并使其更具竞争力和更加低碳。

德国出口额
创70年最大降幅

德国联邦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德国4
月货物贸易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减少31.1%，为德
国1950年开始相关记录以来最大降幅；进口额较
去年同期减少21.6%。

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4月出口额为757亿
欧元。经工作日和季节调整后，4月贸易顺差为32亿
欧元。而在去年4月，德国贸易顺差为178亿欧元。

相较今年3月，德国4月出口与进口额降幅
分别为24%和16.5%。出口降幅高于业界预期，
进口降幅则与预期基本一致。

德国商业银行经济学家拉尔夫·索尔文认为，
随着生产活动恢复，5月出口额将显著增加，但要
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西班牙欲将口罩令推行到底
西班牙卫生大臣萨尔瓦多·伊利亚9日说，在

新冠病毒疫情彻底结束前，西班牙将强制要求佩
戴口罩。

伊利亚说，口罩令将在紧急状态6月21日结
束之后继续有效，“直至我们永久击败病毒，即我
们获得有效的治疗方式或疫苗之时”。

西班牙自5月21日起规定，6岁以上居民身
处公共场所而又无法保证2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时，必须佩戴口罩。

按政府计划，解除紧急状态后，口罩令依然有效，
违者将被处以至多100欧元（约合113美元）罚款。
不过，安全社交距离将从2米调整为1.5米。另外，政
府“建议”3岁至5岁儿童戴口罩，但不予强制执行。

西班牙新冠疫情迄今致死超过2.7万人。疫
情当前得到控制，西班牙也逐步解除自3月中旬
以来施行的封控措施，并计划7月1日开始重新
开放边境。 田野（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