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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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城坡村民

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 2020年7月27日

●曹晓光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129-1101购房相关收据2张，税

票收据编号HN1432976，房款收

据编号HN1432675，声明作废。

●本人李光旺不慎遗失海南华侨

城实业有限公司曦海岸项目9号
楼 17A05 房 收 据 ，编 号 为
0002183，金额伍万元整，现声明
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仙民村民
委员会白石村民小组遗失集体土
地所有证，证号：海口市集有
（2006）第000563号，声明作废。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工会遗失工

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81460100324140384K，声明

作废。

●海口海希优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原单位名称：海口千里眼视
力保健有限公司）不慎遗失2007
年在建行海口世贸支行开户时预
留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本人云天航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 0602 地块 14 号楼 10 层
1002 号 房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0017100 ，声明作废。●海南陀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 2-2 证，证号
91460000MA5TAJPR94，声 明
作废。●辛鑫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
号为612522199510050510，声明
作废。●代晶遗失儋州中润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1份，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
3号岛 398栋 314房，发票代码：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01241103，金额：227892元，特此
声明！●海南信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刘运空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26653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号
码:琼万宁0326653号，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卓之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王鹏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
〔2020〕第87号），并定于2020年
10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开庭审
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
口市琼山区文庄路8号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5楼，联系电话:
0898-65852550）领取申请书、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以及相关证
据材料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0年7月27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黄良凤（已逝，已公证

继承苏公护）持有的《宅基地使用

证》 [证号：东建证字194号]补档

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

镇政法路南，土地面积为136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

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陈国基，

南至王怀逸，西至八米路，北至小

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

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调

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

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7日

乐佰仕智能分类垃圾桶
采用AI自动识别垃圾可回收或不
可回收，然后自动分类。目前投放
海口市政府、三亚市委、三亚市政
府运营取用，欢迎各位朋友光临实
地考察。电话1387693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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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丽红、刘长海遗失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C幢2单元12层C2-1201
（室）的购房合同，合同编号：
CML000137969，声明作废。
●东方伊信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05106180-7，声明作废。
●石宗广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博义
盐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份，档案编
号：YZ1170，声明作废。
●陈明孝不慎遗失坐落于秀英区
东山镇建丰村委会文兴村的土地
证，证号：海口市集用（2010）第
054952号，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味之庄饮品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61887497,声明作
废。
●林青青2020年7月遗失居民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
460004197911270048，特 此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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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迁址公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为给广大客户提供更

高品质的金融服务和更加舒适的

营业环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

省分行营业部将于2020年8月1

日迁址至海口市龙昆北16号鑫满

月商务酒店，8月3日在新址营业，

迁址后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均不

变。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行的关

心与支持，因迁址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联系电

话：68592280/18789678526（廖

颖 娴 ）68559833/18689560620

（尹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

分行营业部 2020年7月23日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超市招商

海口大型超市专柜招商13307637007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装 修

垃圾分类

土地通告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7日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将于7月28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开幕式上致辞。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今日举行

习近平将在开幕式上致辞

探火之路不简单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还要迈过几道关？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要一次性实现“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三大任务，这在世

界航天史上前所未有，难度和挑战也非比寻常。目前，“天问一号”已经在距离地球数
百万公里之遥的奔火轨道上，极速前进，探测器各项功能及运行情况良好。探火之
路，旅途漫漫，在奔向火星的路途上，“天问一号”究竟会面临哪些难点和风险呢？

截至今年6月底，世界各国举行
了40余次火星探测活动，但任务成
功概率只有50%左右。由此可见，火
星探测任务本身固有的风险非常大。

专家介绍，此次我国火星探测任务
的发射规模非常大，着陆有效质量仅次
于美国的“好奇号”，环火探测与国际水
平相当；探测器研制中，关联性异常复

杂；首次地外有大气天体进入面临诸多
技术挑战，比如在轨道、气动、防热、大
帆面降落伞等近十个方面，在设计上都
要实现新的技术突破和跨越。

面对遥远而未知的星球，“天问
一号”奔赴火星的旅程中不可避免地
要经受新环境的考验。现有掌握的
资料显示，火星上稀薄大气、风场、尘
暴、火面地形地貌等，基础数据非常

少，而且不确定性大，崭新的行星际
空间环境使得原本风险极高的探测
任务难上加难；而最远长达4亿公里
的距离以及超远距离带来的通信延
时等问题同样约束着探测器的发挥，

探测器要求有非常强的自主能力。
此外，火星成功进入和着陆、测控

通信，火星车能源、热控、火面移动等
一系列设计难题，也给探测器研制带
来方方面面的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

在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关键性、
唯一性且不可逆的环节非常多，如近
火捕获制动、器器分离、进入/下降/着
陆、火星车释放分离等关键技术多。

“我们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最核心、
最难的地方，就是探测器进入火星大
气后气动外形和降落伞减速的过程，
只有一次机会，必须确保成功。”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器总设计
师孙泽洲说，对此，研制团队专门设计
了全新气动外形、新型降落伞等，这些
关键技术攻关难度极大。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上有很
多新技术是原来卫星或者探测器没
有使用过的。为了确保探测器可靠
性，研制团队开展了大量试验验证，
验证任务极其繁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

探测领域的专家告诉记者，这些专
项试验不但试验方法、方案确定
难，而且火星环境模拟、试验实施、
试验结果判定等难度也很大；此
外，试验验证的充分性、有效性、覆
盖性以及试验仿真验证的难度也

极大。
多重困难叠加并没有吓退火星

探测研制团队，设计师们争分夺秒地
开展了大量试验验证和各项任务准
备工作，为“天问一号”探火之旅铺平
了道路。

我国火星探测起步较晚，所以
从任务立项伊始，研制团队就在追
赶中不断前行。2016年初，探火任
务正式批复立项；2016年7月，火
星探测器研制转入初样；2016年
底，探测器完成全部关键技术攻关
和设计……此后，研制团队一路马
不停蹄，在短短4年多时间内完成
了从产品研制验证到待命出厂再
到按计划发射的全部流程。

此外，火星探测任务属于我国
航天重大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但参研单位多
达几百家，多线并行、多地并进、多
种状态流程并行，也带来一系列问
题和挑战，协调管理难度较高。

“中国的火星探测任务要一次
实现绕、落、巡目标，这在世界上从
来没有哪个国家一次同时实现，任
务难度非常大。但正因为有压力，
才能有动力，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
突破。”孙泽洲说。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记
者胡喆）

中国经济上半年先降后升，第二
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这一成绩得
来不易。海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
国能成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第一个恢
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其背后展现的
强大经济恢复力令人瞩目。

基础好才能恢复快，中国经济恢复
力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蓬勃成长的各
类市场主体。到2019年年底，中国已
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
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疫情发
生以来，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抗击疫
情、奋力自救，中国经济在上下一心的
合力推动下实现恢复性增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
弗里·萨克斯表示，中国二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GDP）实现3.2%的增长“非常
鼓舞人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
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表示，从一季度
萎缩6.8%到二季度增长3.2%，数字
的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出疫
情阴霾。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国家参议
院顾问卢卡斯·瓜尔达认为，中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二季度同比增长
4.4%是大部分企业复工复产的结
果。未来随着更多企业正常运转，中
国工业产出会更乐观。

新意足才能走得远，中国经济恢
复力离不开新动能的崛起。中国数字
经济耕耘多年厚积薄发，不仅在疫情
期间助力保障社会平稳运行，也正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
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
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数字经
济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疫情期间，新动能持续逆势增长，
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动力。今年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9%，规模以上工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

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强劲表现令瓜
尔达印象深刻。他说，虽然上半年中
国消费同比下降，线下消费受到疫情
抑制，但线上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占比
不断上升，不少电商平台逆势上扬，激
发了新的消费潜能。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
年，中国线上消费加快扩张，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4.3%，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8.4个百分点；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为25.2%，比上年同期提高
5.6个百分点。

保障多才能势头足，中国经济恢
复力得益于政府保障市场主体措施的
密集出台和迅速落实。疫情暴发以
来，中国实施的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货
币政策稳健灵活，兼顾针对性和时效
性的各项措施精准聚焦经济运行重点
环节和薄弱环节。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上半年
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
同比多增2.42万亿元，绝大部分新增
贷款投向了实体经济。数据还显示，
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8.39万
亿元，比上年增加 9500 亿元，增幅
12.8%，增量和增幅都为近年来最高，
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余虹认为，中国有庞大国内市
场和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加上政府
有针对性地推出财税和金融举措支持
企业，这对经济恢复增长起到重要作
用，也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韧性和
潜力。

中国经济上半年稳步复苏为下半
年持续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海外专家
学者普遍认为，不应错失中国发展机
遇，要放眼长远，增强合作共赢。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说，得益

于疫情防控措施得当，中国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中国经济正稳步
复苏，这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摆脱疫情
影响。

马来西亚新亚洲策略研究中心主
席翁诗杰表示，中国是东盟的重要伙
伴，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对东盟国家
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在疫情得到缓
解后，只有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
并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
增长，东盟国家才有望实现强劲复苏。

英国工业联合会负责人卡罗琳·
费尔贝恩表示，英中关系对英国全球
竞争力和更广泛的利益至关重要，英
国不应错失中国发展机遇。

在法国美妆巨头欧莱雅集团首席
执行官让-保罗·安巩眼中，中国是全
球供应体系中的“创新加速器”和“稳
定器”。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
势不仅来自成本和规模方面，更源于
其市场潜力、质量、创新和可持续性，”
安巩说，“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而新
的全球化将以开放合作和数字创新为
基础，中国将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上半年先降后升 二季度由负转正

中国经济恢复力世界瞩目

难关一 任务起点高、技术跨度大

难关二 基础数据少、不确定性大

难关三 关键技术多、攻关难度大

难关四 验证任务重、试验难度大

难关五 研制周期紧、进度风险大

经济观察

6月份工业利润增速加快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记者陈炜伟）国家

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665.5 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速比5月份加快5.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介绍，今
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由
降转升”走势。分季度看，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同
比增长4.8%，一季度为下降36.7%，尤其是5、6月
份，利润分别增长6%和11.5%，增速逐月加快。

朱虹分析，6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加快的
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和销售增长加快、工业品价
格降幅收窄、单位成本下降。此外，钢铁、油气开
采、石油加工、有色等重点行业利润改善明显。

统计显示，二季度，绝大多数行业利润增速回
暖，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7个行业利润增速比
一季度加快（或降幅收窄、由负转正），其中25个
行业利润实现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
利润显著改善，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增速有所恢复，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降幅明显收窄。

“尽管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状况明显恢复向
好，但总体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市场需求
依然偏弱，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面临不少困难，上半年
累计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仍下降12.8%，利润增长结
构也有待进一步优化。”朱虹说，全球疫情仍在持续
蔓延，国际经贸形势复杂严峻，工业利润增长的持续
性仍存在不确定性。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援企助企政策，
稳住经济基本盘，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金价大涨冲破“千九”
逼近历史高点

新华社上海7月27日电（记者陈云富 程思
琪）黄金再次成为金融市场的焦点。最近一周，量
化宽松政策加上白银价格大涨带动金价快速攀
升，国际金价距离历史高点仅“一步之遥”。

7月份，是黄金的传统消费淡季，历史上，黄
金市场在夏季也鲜有大幅波动的行情，但伴随白
银市场的率先大涨，黄金的涨势再被“激活”。

数据显示，到24日，纽约市场金价收报每盎
司1897.5美元，盘中最高一度升至每盎司1900
美元上方，逼近2011年下半年创下的盘中历史高
点1920.3美元。

国内市场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价格则创下
了上市以来的新高，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
约24日收报每克420.4元，较前一周大涨逾5%。

金价之所以再掀涨势，在专家看来，一方面是
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下，主要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
策继续加码所致。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带动
的避险情绪以及白银价格的大涨也提振了市场。。

目前，金市大涨进一步提升市场后市看涨的
预期，一些机构甚至预期明年金价将突破每盎司
2000美元。面对市场“涨声”一片，不少专家提
醒，由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
给投资者情绪带来的频繁变动，年内黄金的投资
复杂程度将超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