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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招商
项目位于海南屯昌，占地约1000
亩，可开发用地598亩，土地年限
至2063年，已开发93亩，均已竣
工交付使用，剩余505亩，用地性
质为商业用地，不限购、不限贷，用
途为：住宿、餐饮用地，容积率为
0.6，剩余可建筑面积约18.8万平
方米。现寻求致力于自贸港开发
建设，有实力的投资商参与项目开
发，可采取股权转让方式合作开
发，联系人：杜金林，联系电话：
13337540999。

谢绝中介！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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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文昌文嘉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吉阳福盛茶艺馆遗失海南省增
值税普通发票四张，发票代码：
046001900104，发 票 号 码 ：
17099339—170993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文思海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 人 李 业 慧（ 身 份 证 号 ：
460032197110162026）不慎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15号
星华佳园D幢14层D2单元1603
房预告登记证原件（预告登记证
号：YG032104），特此声明该预告
登记证作废。
●海口龙华王小挪服装店遗失公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海南地热矿泉水开发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1399402，声明作废。
●海南鹏翔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联达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9N
HH16)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黄凤英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权登记卡，证号：陵国用（英）字第
0318号，声明作废。
●王弟于2020年6月19日不慎遗
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证号：
460028199008082016，证件有效
期：2017.12.11—2037.12.11，特此
声明。
●王诗齐遗失海南中润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定安县塔岭新区兴安
大道东侧昌茂中润温泉水城6号
楼3单元8层802房购房款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自开）二张，发票代
码：246000490124，发票号码：
00051350，金额：61842元；发票
代码：246000490124，发票号码：
00051879，金额：20000元，声明
作废。

清算公告
海口小龙人儿童教育培训中心拟
向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申请注销，并成立了清算组。请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债务。联
系人：龙传森，电话18608962898。
海口小龙人儿童教育培训中心清
算组 2020年7月2日

●海南盛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不慎遗失奥的斯电梯出厂
产品合格证，编号为：ELE023057，
ELE023058，声明作废。
●李静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陵水分公司08装修押金收
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3027160 金
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周莹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有限
公司温泉庄园2#822收款证明收据
一张，编号：0009521号，声明作废。
●海南自贸区安心堂药业有限公
司昌江分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 ， 许 可 证 编 号:
JY14690261922773，声明作废。
●昌江岭南种养专业合作社遗失
琼D56086道路运输证正本，琼交
运管昌江字:469026003459 号，
声明作废。
●海南蓝博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陈泽第遗失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结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138761201806000551，现声明作
废。
●王会登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3196610091219，特 此
声明。
●潘家铭不慎遗失坐落于铺前镇
东坡村委会同坡村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30017号，特此声明。
●黄艳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一本，编
码：460199001965440，声明作废。
●李焕琼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7198611235653，特 此 声
明。

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新岭村委
会第五社村民吴乾珍有一养女吴
连汝于2010年期间出嫁外省，至
今未与家庭联系，特此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人民政府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496号 韩诚定
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相关材
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
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白坡里，宗地四至为:北至巷道;
东至柯少雄用地;南至巷道; 西至
郑小红用地，土地总面积为63平
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
用权权属确认给韩诚定。凡对上
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
起15天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
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特此
通告。联系人：赵女士 65360879。

注销公告
（待清理）东方海禾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07000000541拟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璟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

币6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 南 德 鸿 源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91460200MA5T1J9G8W）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曾美华 18976241361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7月10日上午
9：30在本公司净价拍卖：1、位于
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海坡度假
区三亚海居度假酒店听涛轩3单
元202房；房屋建筑面积119.51m2，
其中套内建筑面积99.95m2，土地
使用权面积43.24m2。参考价395
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2、位于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鸿坤﹒山海墅
3 号楼 2206 房；房屋建筑面积
64.28m2，其 中 套 内 建 筑 面 积
50.53m2，土 地 使 用 权 面 积
17.42m2。参考价110万元，竞买保
证金20万元。请竞买人自行符合
海南省及三亚市目前的房产限购
政策的相关规定。海口市蓝天路国
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0898-
68522193

典 当

遗 失

声明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公告送达

土地确权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本公司的章程以及《公司法》
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关通知事项如下，请各股东按时到
场：一、会议时间：2020年7月20
日上午9:00；二、会议地点：海口
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58号金石海
岸四楼会议室；三、会议审议事项：
资产抵押、重新选举董事、监事、增
资扩股、大宗资产出让、追回股东
洋浦金鑫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及侵占公司的资产、解除股东洋浦
金鑫投资有限公司股东资格、偿
还到期债务等事项；四、联络人：
黄汝琼 电话：18289416063。

海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海南十大手信

品质海南 礼送亲友
评选联系电话:65396888

海南省商业总会品牌建设委员会

土地招商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 招 聘

招聘
江东新区滨海筹建大型养老院聘
策划营销团队13907692978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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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会

清算公告

解除田树盛劳动合同关系公告
田树盛(身份证号2102811982072
96414）：你自2020年5月29日起
已连续旷工21天，严重违反公司
制度，我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经
研究决定：自2020年6月30日起
解除与你于2015年1月23日订立
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特此
公告 海南三叶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日

公告
海南千岛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注册
号：914600006811594117）因公
章遗失，在此声明原公章作废。
另：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法与其余两
位股东取得联系，望两位股东或其
委托代理人自登报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主动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取
得联系，商讨及处理公司后续事
务，逾期未联系，法人将代表公司
自主办理公司相关后续事务,特此
公告。

海南千岛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 人民日报评论员

纵观全球，人们有这样一个普遍共
识：国家越安全，社会越安定，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就越能得到保障。6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这部法律的实施，为“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提供了强大支撑，不仅将有力推动香
港重回正轨、重新出发，也将成为香港
居民权利和自由的坚实保障。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
居乐业的家园！”去年香港“修例风波”
发生以来，人们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在
反中乱港势力的策划和怂恿下，香港街
头“黑暴”横行、“揽炒”成风，激进暴力
分子当街纵火、四处投掷汽油弹和燃烧

弹，暴力对抗警方执法，袭击、禁锢、围
殴警察和平民，私藏枪械和弹药，放置
爆炸装置，甚至进行炭疽恐吓，制造恐
怖主义事件……当起码的人身安全都
得不到保障，当正常的生活生计都受到
威胁，谈何安居乐业，谈何权利自由？
如今，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煽动

“黑暴”、策划“揽炒”的人，正是香港居
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敌人。

一段时间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利
用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不设防”，
大肆从事破坏“一国两制”活动。不仅
如此，他们还将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
居民权利和自由相对立，刻意污名化、
妖魔化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方
便他们进行各种分裂、颠覆、渗透、破
坏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针
对的正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这就是法律规定的分裂
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
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
类罪行。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这些
行为和活动，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和
香港繁荣稳定，更好地保障绝大多数
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
障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从
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强调

“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颁布实施
后，香港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
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
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

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
和自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香港作
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居民和法人与
其他国家、地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等
有着密切往来和联系，这些正常的交
往活动依法受到保护，也不会受到任
何影响。

毋庸讳言，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
次问题，就是香港一些居民对国家的
了解和信任问题，特别是对内地法治
状况的了解和信任问题。经过改革开
放以来40多年的努力，中国法治建设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正所谓“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国内地是吸
引外资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本身就是
中国良好法治状况的体现。就刑事司
法制度而言，内地与香港相差不大，国
家安全机构在内地办案始终坚持严格
依法办事，并有严格的程序限制，怎么

可能到了香港反而变得无拘无束？近
年来，不少长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
的外国人以各种方式谈及，中国是世
界上最能给人安全感的国家，就是最
好的明证。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
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且享有比港英时期
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举世公认
的事实。如今，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个

“守护神”，香港居民必将更充分地享有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更安全、更
稳定、更和谐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工作、
创业。清除了戾气和恐惧、恢复了安宁
与祥和的香港，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
天、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香港居民权利自由的坚实保障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
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
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此举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
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
涉。中国全国人大对此予以强烈谴
责，表示坚决反对。

国家安全立法在世界各国均属
中央事权。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
大有关决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全是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法
律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利于坚决有效维
护国家安全，维护香港法治、止暴制
乱，有利于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
各项权利和自由。有关法律是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
的有力维护，将有利于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
国政府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不是《中英联合声明》。香港
回归后，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
中宣示的对港方针政策均已纳入香
港基本法，得到全面有效实施，根本
不存在中方违反“国际义务”的问题。

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及一些
政客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
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如果美
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予以坚决回应。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的提名，国务院 2020 年 7
月 2日决定：任命陈国基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
书长。

国务院任命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秘书长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
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的提名，国务院 2020 年 7 月 2
日决定：任命区嘉宏为入境事务
处处长。

国务院任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入境
事务处处长

商务部：

抓紧研究制定
稳外贸稳外资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王雨萧 陈炜
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日说，商务部在前期
调研基础上，正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稳外
贸稳外资新举措。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说，在稳外贸方面，将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加
大支持力度保住中小微和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
主要包括完善出口退税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强
信贷、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加快发展跨境电商
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大对外贸服务平台建设
的支持等。

在稳外资方面，将加快落实新版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抓紧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
一步扩大鼓励范围，使更多领域的外商投资能够
享受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同时加强重点外资项
目服务工作，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

发布会上，高峰还介绍，今年1至5月，我国
服务进出口总额18686亿元，同比下降14.6%。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继续提高。1至5月，我
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增长8.7%，占服务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3.3%。

此外，今年前5个月，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逆势
增长，同比增长12%。

商务部：

希望印方立即纠正
相关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
歧视性做法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陈炜伟 王雨
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日表示，中方没有
针对印度的产品和服务采取任何限制性、歧视
性措施。印方有关做法违反世贸组织有关规则
和印方在世贸组织中的承诺，希望印方立即纠
正相关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做法。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说，中印经贸合作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是双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符合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中方重视与印方加强各领域务
实合作，希望双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领导
人达成的经贸共识，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健康稳定
发展，为实现两国和本地区共同繁荣做出努力。

商务部回应
所谓“美国制裁香港”问题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针对所谓“美国制裁
香港”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日表示，香
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
权干涉。美方对香港单方面采取所谓的制裁措
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说，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继续研究出台政策措施，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再创辉煌。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政
协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
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顾
中方严正交涉，分别通过所谓“香
港自治法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家
安全立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全国政协对此坚决反对并予
以严厉谴责。

从去年“修例风波”以来，“港
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在外

部势力支持下，实施触目惊心甚至
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严
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
损害香港法治，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
本前提，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
没有任何国家会对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和活动坐视不管。《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针对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
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
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和活动，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

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不仅不
会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香港市
民享有和行使法定的自由和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利于促进
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实施，有利于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利
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有利
于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得到
了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国人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美国国
会炮制出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

关心的绝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
“自由”，而是妄图牵制和遏制中国
的发展。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美国反华势力的图谋永
远不会得逞。在中央的坚定支持和
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随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的实施，香港定将由乱入
治，实现长治久安，“东方之珠”必将
重放异彩，更加璀璨夺目。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