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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兹定于2020年11月18日下午16：00在本公司拍卖
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一、对海南锦华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海南国际中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二、对海南锦
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洪源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现该
两笔债权已在法院执行并查封了债务人名下的资产有：1、位于
琼山府城镇东门B型别墅第九号（不动产权证号为：001151）；2、
位于琼山府城镇东门 B型别墅第十二号（不动产权证号为：
001138）。参考价：人民币260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标的展示、缴交竞买保证金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2020年11月17日17时止。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吴先生）66745877（翁先生）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118期）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林焕标、姚亮池、吕妮、高德燏、彭智灵、刘盛男、林海新、高智、田伟、唐浩、

李丽、高启诚、尚宇泽、尚秀海：
我行与你方签订了《抵押贷款合同》，并依约发放了贷款，现贷款本金及相

应利息已逾期20天以上。现依合同约定，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本金于2020
年10月11日提前到期。限你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向我行偿还全部
贷款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
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否则我行将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20年10月11日

合同号
RL20190401000513
RL20190618000383
RL20190919000143
RL20180813002010
20100727001
RL20190529000151
RL20190813000884
RL20190703002952
20100617005
20070712014

借款人
林焕标
姚亮池
吕妮
高德燏
彭智灵/刘盛男
林海新
高智/田伟
唐浩/李丽
高启诚
尚宇泽/尚秀海

贷款本金余额（元）
605711.52
908199.34

1271690.38
1052665.67
101987.11
537898.34

1494301.32
1617896.46

59722.41
136594.37

海南土地项目合作开发招商公告
海南国际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资源集团”）

成立于1991年1月，注册资金4.7亿元，是经海南省政府批准创建的

国有资源型企业集团，现拟开发旗下一酒店及餐饮项目，诚邀国内外

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开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琼海市博鳌镇嘉博公路东侧，地理位

置优越，用地面积为51.36亩，宗地为国有出让地，用途为住宿餐饮

用地，出让年限40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建筑容积率≤0.5，建筑密

度≤25%；绿地率≥40%。同时，已承租周边农村集体用地178.9亩。

二、联系方式：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13876252196。陈先

生，联系电话：13707530953。

三、其他事项：1.国际资源集团有权对参与意向单位进行审查，

择优选取意向方进一步洽谈。2.相关合作事项的解释权归国际资源

集团。3.具体合作事宜以双方最终签订协议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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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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遗失声明
海口琼山丁村专营店遗失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据,

编 号:39629501- 39630000,

42438501-42439000,声明作废。

通告
我公司如意山居项目，位于五指山

市昌冲村西侧，因设计方案变更，

原 办 理 的 人 防 审 批 意 见 书 ：

〔2019〕人防规审第2019001号予

以作废，特此通告！

五指山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秀英宝源花园小区铺面招租
两层面积约 2650m2。停车位充

足。可作商铺、仓储、办公。可分

租。电话：13036030095

●陆星润，于2020年 10月 30日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103198504170334，特 此 声

明。

● 陈 益 清 （ 身 份 证 号 ：

46002419470910841X）坐 落 于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义兴街326

号的房改证件遗失，特此声明作

废。

●定安天龙果菜苗培育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章，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佳静装饰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乐东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座落于乐东县利国新

集贸市场内房权证编号为:乐房权

利国字第07008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罗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60100730082910，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商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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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供 求

“您好，我是万锦社区居委会普查
区普查员，今天我们要正式登记，感谢
您的配合。”11月1日上午，邓瑞敏身
着红色马甲，佩戴普查员证，敲开社区
居民李女士家的门。

作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普查
员，邓瑞敏负责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万锦观悦小区104户居民的登记工
作，将通过手持终端设备采集相关信息。

11月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
式开启现场登记，700多万普查人员走
入千家万户，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进行了
6次全国人口普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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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
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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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要查什
么？记者了解到，这次普查登记包括
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
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
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等情况。

这次普查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在指标设置上大体相同，但也有些变
化，主要是增加填报公民身份号码。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
晓超介绍，这主要是出于数据比对的目
的，实现与公安、卫健等部门行政记录
的比对核查，确保数据真实性和准确
性。普查全流程都将加强对公民个人
信息的保护，严禁泄露公民个人信息。

这次人口普查，怎么查？记者了
解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采取电
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

李晓超介绍，此次普查的数据采
集手段由以往普查的使用纸表登记，改
为使用PAD或个人智能手机登记，登
记完成后实时直接上报数据，这样可以
减少中间环节，有利于提高数据质量。

1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
道安慧里北社区的人口普查指导员高
红燕与同事开始了正式入户登记工作。

“这个社区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
的老小区，小区内老年人多、人口流动

大、房屋交易比较频繁，加大了普查登
记的工作难度。”高红燕说，得益于智能
化设备的帮助，这次普查比上一次人口
普查更为高效。“我们入户时都会手持
平板电脑或手机，通过系统直接进行信
息登记，每次登记只需10分钟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普查的登记
方式增加了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
填报，鼓励公众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
自行申报个人和家庭信息。

10月底，家住上海市宝山区的刘
女士收到了一张人口普查信息准备表
和《致住户的一封信》，在信息准备表

上有一张二维码，并附有自主填报码
和初始密码，只要扫描这张专属二维
码，就可以填写普查表了。

“因为我经常出差，之前摸底的时
候就选择了自主填报，用手机扫码就能
登记信息，方便多了。”刘女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选择自主填报的住户应
在11月5日前完成信息申报，如果没
有完成，普查员将入户登记普查表。

此外，入户登记期间还将随机抽
取10%的住户填报普查长表，调查更
为详细的人口结构信息。整个登记工
作将持续到12月10日结束。随后，有

关部门将开展普查数据处理、汇总等
工作，2021年对外发布主要数据公报。

人口普查是我国和平时期的一项
重大社会动员。在全国各地的街巷，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等普查宣传标
语随处可见。

宁吉喆表示，此次普查将采用互联
网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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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开启现场登记

11月1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齐东村人口普查员在居民家中进行现场登记。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
董峻）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日公
布，三峡工程日前完成整体竣工验收
全部程序。根据验收结论，三峡工程
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工程质量满足规
程规范和设计要求、总体优良，运行持
续保持良好状态，防洪、发电、航运、水
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三峡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和综合效益最广泛的
水电工程。监测表明，拦河大坝及泄洪
消能、引水发电、通航及茅坪溪防护工程
等主要建筑物工作性态正常，机电系统
及设备、金属结构设备运行安全稳定。

防洪方面，从蓄水至2020年8月
底，三峡水库累计拦洪总量超过1800
亿立方米。2010年、2012年、2020年
入库最大洪峰均超过70000立方米每
秒，经过水库拦蓄，削减洪峰约40%，
极大减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

发电方面，三峡电站是世界上总装
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输变电工程承担
着三峡电站全部机组电力送出任务。
截至2020年8月底，三峡电站累计发
电量达13541亿千瓦时，有力支持了华

东、华中、广东等地区电力供应，成为我
国重要的大型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航运方面，三峡工程显著改善了川
江航道通航条件，三峡船闸自2003年6
月试通航以来，过闸货运量快速增长，
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2019年达到
1.46亿吨,有力推动了长江经济带发展。

水资源利用方面，三峡水库每年
枯水季节下泄流量提高到5500立方
米每秒以上，为长江中下游补水200
多亿立方米，截至2020年8月底累计
补水2267天，补水总量2894亿立方
米，改善了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和生
态用水条件。

生态与环境保护方面，至2020年
8月底，三峡电站发出的优质清洁电
力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30亿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69亿吨，节能
减排效益显著。

三峡工程建设中的移民工程共搬
迁安置城乡移民131.03万人。验收
结论显示，移民生产生活状况显著改
善，库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实现
跨越式发展。移民迁建区地质环境总
体安全，库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运行持续保持良好状态 防洪、发电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国之重器”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

11月1日，与会者参加2020中国科幻大会的
“科幻+科技创新”主题论坛。

当日，主题为“科学梦想 创造未来”的2020
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此
次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包括开幕会，七个
专题论坛、三个主题科幻展览和八项涉会活动等
内容。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2020中国科幻大会
在北京开幕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启泄洪深孔泄洪。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前三季度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
超2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王雨萧）记者
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前三季度，全国新增
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其中，今年出台的
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
减税降费13659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介
绍，前三季度，全国新办理税种认定、发票领用、申
报纳税等涉税事项的纳税人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7.5%，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26%，比二季度增速
提高18.9个百分点。随着减税降费等一系列助企
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稳步恢复。

蔡自力说，在帮助企业盘活资金的同时，税务
部门还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帮助出口企业积
极谋求向内销转型。税收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
国出口企业内销收入同比增长7.7%，出口企业内销
市场份额由1月份的12.2%提升至9月份的13.8%。

蔡自力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下更大气力
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不断优化办税缴费服务，
让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切实惠企利民，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

新冠与流感“接踵而来”
该如何预防？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郭洋）冬季
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而今冬新冠疫情可能与流
感疫情叠加出现，给流行病防控带来更大挑战。
那么，人们该如何做好预防呢？

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都属于呼吸道病毒，可
通过接触、飞沫等传播，且感染后症状相似，如咳
嗽、发热等，严重时均可致死亡。研究显示，冬季
干冷的环境、人们常在通风条件差的室内聚集等
因素都有利于这两种病毒的传播。

不过，这两种病毒引发的疫情也有不同之
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根据已有数据判断，新冠
病毒感染后重症比例、病亡率相对更高。

新冠与流感疫情交织出现将使医疗系统承受
巨大压力；对个人而言，也可能出现同时感染两种
病毒的情况，导致病情更加严重。因此，做好疫情
防控至关重要。

在新冠疫苗成功研制并大规模接种前，预防
新冠主要依靠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保持社交
距离等防疫措施，这些措施对预防流感也有效。
此外，预防流感还有安全有效的疫苗可用。

接种流感疫苗不能直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但对防控新冠疫情确实有益处。

专家提醒，新冠与流感“接踵而来”之际，人们
需提高警惕，注意防护，一旦出现呼吸道症状，应及
时就医，注意居家隔离，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
成员或去医院就诊时规范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