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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自贸区雅显区块链科技有限

公司代码91460100MA5T5EBK1J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财务

专用章和法人章，声明作废。

●陈勇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36198903100431，声 明 作

废。

● 本 人 周 纠 ，身 份 证 号 ：

460022197609170030，不慎遗失

建筑工程师证书，证书编号：琼建

职中 20070230，发证日期：2007

年12月28日，特声明作废。

古玩城、室内古玩集市
亿圣和古玩城二楼每周五至周

日。早上六点半至下午五点半。

淘不完的精彩。欢迎您的光临。

变更营业场所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批准, 泰康人寿

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营

业场所已变更为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国贸路2号时代广场8层、23

层、2层东侧及10层北侧；机构编

码 ：000020460000；邮 编 ：

570125； 联 系 电 话 0898-

66593200；负责人：钟康力；业务

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

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

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

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

团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

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

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

身保险业务。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95）字第

18985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12456号

谢玉英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博爱南路38号,使用权

面积为13.46平方米的海口市国用

（95）字第18985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

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

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

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谢玉英补发

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联系

人：陈女士65360879。

2020年9月17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929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9月29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络

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琼

C73658 汇众牌中型普通客车一

辆，参考价：5400元；竞买保证金：

5400元。上述车辆以现状净价拍

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9月28

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海垦国际金

融中心6层。电话：0898-66736721

典 当 遗 失

古玩集市

土地通告 变更公告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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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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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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三亚土地招商合作
30亩土地诚招开发商合作开发。
电话：18976712666。

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认证电话：653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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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认证

大同路临街30m2商铺66678999

铺面特价出售

土地招商合作 拍卖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华东大厦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华东大厦项目位于秀英区海

盛路北侧，项目于2018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进行以
下变更：（一）车位布置调整，地下车位调整为60个，地上车位调整为19
个；（二）一层商业网点北侧增加出入口。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9月
21日至10月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1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伦世家二期方案设计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财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琼海市嘉
积镇金海北路西侧,用地面积为19453.84平方米（约29.18亩）。根
据《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项目用地规
划性质为商业用地，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2.08，建筑密度≤35%，
建筑高度≤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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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23.89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40444.75m2）,容积
率2.08，建筑密度31.00%，绿地率3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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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
日至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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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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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9月18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陈
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
计局局长宁吉喆20日介绍，目前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
利，700多万普查人员将于11月 1日
起走入千家万户，正式开启普查现场
登记。

20日，第十一届中国统计开放日
活动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启
动仪式在北京举办。今年开放日的主

题是“大国点名，没你不行”。
宁吉喆在开放日活动上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期
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开展
好人口普查，有助于全面摸清我国人口
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状况，准确把握人
口变化趋势性特征，为科学制定国家
发展战略、完善人口发展政策、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人口普查与每一位公民息息相
关，普查获得的详实准确数据信息，将
为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
社会保障体系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宁
吉喆说。

宁吉喆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将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
同时倡导普查对象自主填报，鼓励大
家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自行申报个人
和家庭信息。此次普查将采用互联网

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全流程加强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确保公民个人
信息安全。希望广大社会公众积极支
持参与人口普查，主动配合、如实填报，
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本次开放日活动由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办，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办。

700多万普查人员将走入千家万户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1月1日开启现场登记

新华社杭州9月20日电 记者从浙
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针对月饼市
场资源浪费、过度包装、价格虚高等现
象，浙江省市场监管局18日发布《关于
规范月饼生产经营行为的公告》，并开展
为期1个月的月饼整治专项行动。

针对过度包装问题，公告要求月饼
生产经营单位严格按照《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GB23350-
2009）等标准要求对月饼进行合理包
装，例如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
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
的20%，包装层数应为3层及以下，包装
的空隙率不超过60%。积极采用可循
环、可回收、易降解的环保材料。

在规范月饼销售价格方面，公告提
出月饼生产经营单位要根据现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
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
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明码标
价，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
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

此外，在合规进行月饼广告宣传方
面，月饼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对产品进行虚
假宣传，不得宣传含有特定保健作用。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承接月饼广告制作
和投放前，应当对广告是否虚假宣传、是
否含有保健作用宣传等行为进行审核把
关。直播电商、网络销售平台等要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网络销售行为。

从9月17日开始，重点针对月饼市
场资源浪费、风气奢靡、价格虚高等现
象，浙江省要开展为期1个月的月饼整
治专项行动。

浙江规范月饼生产经营

对资源浪费、过度包装、价格虚高说“不”

多彩活动 喜迎丰收

9月20日，在福建省大田县济阳乡济阳村“晒秋节”活动现场，人们表演节目庆
丰收。

9月22日，我国将迎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喜迎丰收。
新华社发（林文斌 摄）

据新华社天津9月20日电（记者
周润健）燕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中国
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9月22日21
时31分迎来“秋分”节气。此时节，西风
吹，衫袖冷，桂树婆娑桂香飘。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
伟介绍说，“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16个节气。“秋分日”这一天恰值秋季过
半，“昼夜均而寒暑平”。与“春分”过后

昼长夜短、天气渐热相反，“秋分”过后，
昼短夜长、凉意日浓。

随着“秋分”的到来，冷空气日渐活
跃，气温降低明显加快，已经到了“一夜
冷一夜”“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此
时节，大雁、燕子等候鸟开始成群结队从
塞北飞往江南。

“秋分”时节，寒凉易侵入人体，应随
时注意衣物增减。

22日21时31分“秋分”：

燕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

9月 20日，旗手们在
长城上传递2022年北京
冬奥会会旗。

当日，北京冬奥组委
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
城举办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500天长城文化活动，这是
“冬奥新航程 一起 500
天”——北京冬奥会倒计
时500天系列活动之一。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0天长城文化活动在八达岭长城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
刘硕 余俊杰）20日，云闪付、苏宁易
购、中国移动、百度地图等10家企业
的18款App（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在京获颁安全认证证书，标志着我国
App安全认证工作正式开展。

2019年 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App安全认证工作的公告》，其中明
确认证机构为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
术与认证中心。到今年6月，审查认

证中心按照公告部署，从申请企业中
选择了28款App进行认证试点工
作，其中有18款App在认证过程中
通过技术验证和现场审核，通过认证
决定。

据介绍，认证环节主要包括认证
申请和受理、技术验证、现场审核、认
证决定、证后监督等。审查认证中心
网站上公布了受理电话，对客户统一
受理认证申请，技术验证由审查认证
中心指定的签约实验室执行。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App运营者不得申
请认证。获证App运营者在认证过
程中存在欺骗、隐瞒、违反承诺等不
当行为，认证机构将撤销认证。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
中心主任魏昊介绍说，开展App安
全认证工作，主要是建立、完善权威
公信的App安全认证体系，利用市
场选择机制引导App运营者规范个
人信息收集、使用、转让等行为，为数
据安全综合治理提供基础性技术支

撑，规范市场秩序。同时，将App安
全认证作为一种常态化机制在App
治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减
少各行业管理部门的重复检测和评
估，降低企业负担。

魏昊表示，针对App的版本迭代
频率高的特点，审查认证中心建立了
持续监督工作机制，相关平台已经上
线运行，实现对获证App持续符合性
的自动化、智能化监测，充分利用互联
网发挥网民监督、投诉举报的作用。

首批18款APP获颁安全认证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
刘硕 余俊杰）由2020年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组委会和App（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专项治理工作组共同发起的“App
安全意识调查”结果日前在京发布。
调查问卷报告显示，近九成（88.5%）
受访者对于App申请手机权限会进
行理性分析，谨慎授予权限。

据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介绍，
此次调查于9月4日至10日通过互联

网向公众发放App安全意识保护公
众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32万多份。

报告显示，近半数（49.7%）受访
者通常都会仔细阅读首次打开或更
新App时弹出的隐私政策，29.9%的
受访者有时会大致浏览。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当问及在
陪伴儿童上网时，44.6%的受访者主
动使用家长控制等功能、开启App
提供的青少年模式等；40.4%的受访
者曾关注过App隐私政策是否包含
了未成年人信息保护规则。

针对 App 的精准推送广告行
为，逾六成受访者认为可以接受。有
23.8%的受访者希望App“更懂我”，
推荐越精准越好。32.9%的受访者表
示很反感，感觉被窥探或偷听。

对于长时间不使用的 App 账
号，44.4%的受访者选择解绑注销后
再删除App；另有42.5%的受访者会
直接卸载、删除App；有13.1%的受
访者不予理睬。

报告显示，受访者普遍支持从政
府层面采取措施，包括监管部门加大

处罚力度（77.8%），推动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72.2%），持续开展检查、评估
工作（70.3%），加快标准制定、推广和
认证工作（52.7%）。从日常层面来
看，受访者也认为应提供违规App
信息查询平台（74.9%）、应用商店增
强风险提示（62.8%）、加强相关知识
的科普（55%）。

程多福介绍说，从调查整体来
看，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逐步
增强，掌握了一定知识和技能来更好
地保护个人信息的受访者占据主流。

调查显示：

近九成受访者对APP申请手机权限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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