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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装修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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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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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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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彭述海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421022196302081817，特此声明。

公告
六月二十八日文昌何氏宗亲代表
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海南文昌何氏
宗祠何基公会第四届理事会，使用
新的印章“海南文昌何氏宗祠何基
公会”，现声明原“海南文昌何基公
会”印章作废，即日起理事会行使
一切权利以新印章为准。

海南文昌何氏宗祠何基公会
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回复予以确认为准。联系人：李长

青，电话：（0898）36653995。

海南省药物研究所

2020年7月19日

公告废止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自公告之日起废止海南九龙湾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陵国用

（三）第14109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药物研究所

通知债权人公告
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海南省药

物研究所进行整体改制并已成功

转让资产及债权，为清理债权债

务，特发布如下公告：请本所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持身份证明文件、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向本所申报债权。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视为债权人充分知晓本所本次

改制及整体转让事项，其债权后续

清偿事宜依据政策法规及相关协

议处理。债权人申报以本所书面

公告
儋州市光村镇新龙村委会油行村

村民小组：

我司6月15日通过公证邮寄《关于

办理土地承包金的催告函》给贵

方，但贵方未签收。现我司已将应

支付给贵方的2012年至2020年

的承包金599553.9元提存至海南

省海口市琼崖公证处（地址：海口

市海府路69号艺苑大厦三楼），请

携带有效证件及证明等资料前往

办理提存。

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8日

●彭述海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资
格证书编码：1998421104224236
50209187，医师执业证，执业证书编
码：110421022000272，声明作废。
●温小龙不慎遗失执业药师注册
证（注册证编号：461217010002，
资格证书号：0189321），特此声明。
●徐亚珍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款发票，编号
是NoA00493079，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第一乐章娱乐城遗失
娱乐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460106160067，声明作废。
●海南绿航水下清洗科技有限公
司原公章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海南紫运旅居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公告送达

解除合同通知书
海南祺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程剑

（身份证号：412322197009123395）：

你于2020年04月19日与我签定

的装修合同已超期30天，工程仅

完成水电安装及部分墙地砖铺

贴。经我多次催告，仍未施工。现

我决定解除合同，限你在7天内与

我办理解除合同手续，否则视为自

动解除合同，我将另行安排他人施

工。特此公告。海口市美兰区灵

山镇绿地城七期逸园业主陈彩华

2020年7月19日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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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宇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2009年7月16日与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

合同》至今,拒不在该合同所涉承包土地投资经营,也不依约按时
缴纳土地承包金,经我经济合作社两次催缴并告知事项,你公司均
以各种借故抗辩,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的诚意,现经我经济合作社
村民会议研究决定:

一、从2020年7月30日起,解除你公司与我经济合作社于
2009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

二、你公司与我经济合作社从2020年7月30日起解除该《土
地承包合同》后,我经济合作社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对该合同所涉土
地联营、合伙、承包等其他方式使用,与你公司无关。

三、我经济合作社保留你公司已拖欠土地承包金2453292.5
元的诉权。(暂计:从2009年7月16日至2019年7月16日共10
年,以9813.17亩,按合同约定25元/亩/年,总合计2453292.5元)。

四、如你公司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该合同所涉土地的管辖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视为你公司
对该决定无异议。特此决定。

儋州市兰洋镇番打黎族苗族村委会苗一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邓少强
儋州市兰洋镇番打黎族苗族村委会苗二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盘亚民

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关于“儋州市兰洋镇黎族苗族村委会苗一、苗二经济合作社与海南宇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于2009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决定书 儋洋苗一、苗二经决字（2020）1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479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海南广泰纸箱包装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馨盛鑫
食品有限公司、冯小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查封、扣押了被
执行人冯小娟名下车牌号为琼AHX356的宝马牌 WBAFG210小型
越野客车(车辆识别代号WBAFG2107CL949075)一辆。定于2020
年8月6日10时至2020年8月7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该房进行公开拍
卖(法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3)。与本案拍卖财
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请于拍卖前五个工
作日向本院书面提交相关证明资料;优先购买权人须经法院确认资
格后方能竞买,逾期不提交证明资料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本公
告刊登满5日即视为已通知各方当事人。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联系人:薛法官 电话:0898-68663840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7

月21日0:00－6:00对CDMA短信网络系统进行

优化。届时，全省CDMA手机短信助手业务使用将

受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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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即将于
7月20日出版的2020年第29期《瞭
望》新闻周刊刊发了记者王志采写的
文章《大数据斩断暴力虚开增值税发
票黑链》。摘要如下：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和税务部门密
切协同，日前成功破获两起跨区域特
大暴力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总
涉案金额超百亿元。

近年来，暴力虚开增值税发票

案件有所抬头。所谓“暴力虚开”是
指虚开企业甚至不需要编造任何经
营行为，简单粗暴地对外虚开增值
税发票。

2019年8月，济南公安和税务部
门抽调精干力量，联合成立打击“暴力
虚开”犯罪专案组，利用大数据搭建涉
税犯罪重点地区犯罪人员分析模型，
对数百万条数据进行全面排查和筛
选，并通过警税信息交叉比对，确定了

176名重点人员，并对其进行逐人核
查落地。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张
海涛说，经过侦查，2019年10月，专
案组在广东惠东、博罗和济南同时收
网，6名犯罪团伙主要成员全部落网，
当场查获开票笔记本电脑11台、打印
机3台、刻章机2台、作案手机46部、
虚假注册公司印章1891枚、电话卡
268个、工商注册资料363套。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注册公司的
门槛降低，空壳公司成为滋生暴力虚
开发票犯罪的温床。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二大队一
中队副中队长徐鑫介绍，暴力虚开发
票犯罪分子往往以办理贷款、招聘兼
职等名义，欺骗他人注册空壳公司。

济南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
师张峻介绍，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暴
力虚开发票违法行为，济南税务已探

索建立全流程防控机制，包括对发票
领用、发票代开等风险实名事项严格
实行“刷脸认证”；推行发票分类分级
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对开票
数据的实时监控分析预警，并建立发
票风险“灰名单”，对新注册单位有虚
假注册或利用空壳公司进行虚假注册
情形的，税务稽查及时联合公安经侦
部门采取措施，对违法犯罪及早发现、
及时处置，形成有效遏制。

《瞭望》刊发文章：

大数据斩断暴力虚开增值税发票黑链

“劳动素养将纳入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
介绍，要依据劳动教育目标，制定劳
动素养评价标准，注重对学生劳动
素养形成和发展情况的测评分析，
将平时表现评价、学段综合评价和
学生劳动素养监测区别开来，分别
提出相应要求。

由于劳动教育与考试关系弱，导
致学校、家庭重视不够。多地基层教
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应试、升
学的考验面前，学校劳动教育逐渐被
边缘化，学生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培
养被削弱，部分学校劳动教育缺乏规
划、劳动教育计划性不足、劳动教育
无考核。

方少文介绍，该校劳动素养评价
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是劳动课教师
对学期所训练的劳动技能进行考核评
价；二是对劳动实践情况的评价，每周
统计一次。两项汇总，达到“特优”等

级的学生评为“劳动小标兵”，达到“优
秀”等级的学生评为“劳动小能手”。
而且此项成绩作为评选“三好学生”和

“优秀少先队员”的依据。
侯冲宇表示，劳动素养并不是单

纯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还包含劳
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和品质、
劳动情感、劳动思维等多方面。知识
和技能，可以通过劳动技术能力来评
价，但其他方面的素养，就需要多学科
的整合，与其他四育融合发展。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建
议，要构建更加多元、人性化和可操作
的评估体系。教育行政机构应设立专
门的劳育管理和评估部门，用于跟踪
和考评学校劳育的效果，如学生基本
劳动常识的知晓度、劳动情感的认同
度、劳动意志和信念的内化度以及劳
动行为的稳定性和一贯性等。

（新华社沈阳7月18日电 记者
王莹 郑天虹 谢樱）

怎么教？怎么做？如何评？
——三问劳动教育“硬核”要求咋落实？

生活观察

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小学1至2年级课外校外劳动实践每周不少于2小时、中小学其他年级不少于3小时，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教育部近日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劳动教育目标框架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主要内容等进一步作出明确要求。

劳动教育必修课怎么上？课外校外劳动实践如何开展？劳动素养评价怎么做？结合纲要推进落实，记者在辽宁、广东、湖南等地采访多所学校和相关
教育专家，了解基层学校的实际探索和期盼。

纲要明确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
教育必修课程。中小学劳动教育课
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职业院校
开设劳动专题教育必修课，不少于
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要将劳动教
育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主
要依托的课程，可在已有课程中专
设劳动教育模块，也可专门开设劳
动专题教育必修课，本科阶段不少
于32学时。

目前，广州市已率先发布中小学
劳动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小学生会做
一日三餐，初中生能煲汤，高中生懂
理财等，涵盖家务、班务、社会服务、
职业体验、科创实践等多方面，并希

望将劳育推广到学生的日常学习和
生活中。

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上
海、北京、广东、浙江等少数省份建立
了劳动教育体系，其他地方劳动教育
体系仍是空缺。一些学校目前开展
的劳动课实际是“综合实践课”，针对
性不强，如某市小学阶段综合实践课
内容包括“春季常见流行病的调查”

“母校情”“地震有前兆吗”等常识性
课程，每学期仅10课时，每周不足1
课时，动手内容很少。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附属小学从
2004年就开始系统地把劳动教育理
论化、课程化、生活化。根据学生年

龄特点，一、二年级开设陶艺课，三、
四年级开设手工课，五、六年级开设
厨艺课。“学校有‘空中菜园’‘学生厨
房’，学生在校就可以学做饭、种植蔬
菜。”校长方少文说。

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督导
与特色建设中心主任秦有才等专
家建议，劳动教育课要结合通用技
术、信息技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统筹开展，师资、设施都要有明确
的设置标准和扶持政策。既要促
进学科教学和劳育的有机融合，也
要把劳动教育与体育课、学科学习
分开来，不能“劳动教育是个筐，什
么东西都往里装”。

在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的同时，
纲要强调，劳动教育途径要注重课内
外结合，要在课外校外活动中安排劳
动实践。中小学每周课外活动和家
庭生活中的劳动时间，小学1至2年
级不少于2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3
小时；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要明
确生活中的劳动事项和时间，纳入学
生日常管理。

一段时间以来，中小学生劳动时
间、劳动能力“双赤字”情况突出。有
调查显示，不少孩子在家从不做家
务，有些家长对学生劳动也不支持，
普遍认为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这个课程不考试，劳动不仅浪费时间
也没有必要，家长完全可以代劳。

记者走访发现，各地学校劳动课

动手实践的机会较少，学校除了卫生
包干区，没有更多劳动机会。学校往
往害怕学生在参与劳动实践过程中
发生意外等问题，很多学生可以参与
的日常劳动，也交给老师或保洁人员
去完成。

沈阳市沈河区自6月初开始试行
劳动教育进家庭，规定小学低年段和
中年段劳动实践每天不少于20分钟，
小学高年段和初中学段劳动实践每天
不少于30分钟。在制定的家庭劳动
教育指导方案中，从卫生清洁、内务整
理、加工食品、种植饲养等方面按操作
难度梳理了54项劳动内容，给家长提
供了良好的参考和指导。

“特别是疫情以来，孩子在家的时
间变长，劳动成为孩子们居家抗疫生

活的最好方式。”试点学校沈河区泉园
第二小学副校长徐琳琼说，主题活动
开展以来，孩子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
涨，洗碗、刷鞋、包饺子……涌现了
一批内务、厨艺和种植饲养小达人，
用劳动实践充实了居家抗疫生活。

沈阳市沈河区初中综合实践活
动教研员侯冲宇、长沙市天心区北
塘小学副校长张墨雨等建议，保证
劳动实践时长，需要学校出政策，家
长多鼓励，社会多监督。学校、家
庭、社会要整体转换观念，充分提高
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同时进一步完
善学业评价机制，完善学校应急与
事故处理办法等，促进家长支持学
生劳动，学校大胆放手让学生参与
劳动。

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考船

“实验6”号下水

北京重型、危重型患者
已全部转为普通型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涂铭 侠克）
自6月11日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患
者救治情况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北京市副市长、北
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卢
彦17日介绍，通过精准科学实施患者救治，目前北
京所有重型、危重型患者已全部转为普通型。

卢彦介绍，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后，截
至目前确诊的335例病例都收治在地坛医院。针
对重型、危重型患者，北京市通过充实市级重症救治
专家组力量，坚持每日巡查及会诊会商机制，重型、
危重型患者100%转为普通型，同时，推动中医药早
介入早使用，采用稳定可靠的治疗方法，制定“一人
一策”个体化治疗方案，中医参与救治率达100%。

新华社广州7月18日电（记者荆淮侨）“实
验6”号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18日在广
州下水，预计明年投入使用，将为海洋科学以及深
海大洋区的极端环境研究提供先进的海上移动实
验室和探测装备试验平台。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龙丽娟表
示，作为重要的海上开放共享平台，“实验6”号建
成投入使用后，对提高中国海洋探测能力和数据
样品获取能力，开发利用海洋空间资源、油气矿产
和生物基因资源，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据介绍，“实验6”号总投资超过5亿元，最大
速度16.5节，续航力为12000海里。该项目于
2018年11月正式开工建造，预计2021年入列服
役。该船将提升中国对南海与深远海大洋的探测
和基础数据获取能力，同时帮助“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提高海洋探测能力，完善观测手段，开展
联合海洋调查，开展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海洋生
态保护与修复、海洋灾害预警预报、防灾减灾；培
训海洋调查人员，提高海洋科技水平。

“实验6”号科学考察船。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劳动教育课上什么

课外3小时劳动实践如何保证

劳动素养如何评价

1 ？？

2 ？？
3 ？？

乌鲁木齐将分阶段
在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8日电（记者李志
浩 杭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18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乌鲁木齐市新冠
肺炎疫情和防控工作。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主任张
卫表示，为做到精准防控，将分阶段在全市开展核
酸检测。

张卫表示，当前乌鲁木齐市疫情总体可控，但
防控形势严峻，广大市民需做好个人防护，关注健
康状况，并配合所在社区做好核酸检测。

自治区卫健委最新通报显示，自7月15日0
时至7月18日12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确诊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23
例，均为乌鲁木齐市病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