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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华夏世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RDAELXR 遗 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发

票 代 码 4600164320，号 码

04118951至04118956，发票代码

4600171320，号 码 03225930、

032259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海南分院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2839973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石小满遗失两份南海之滨购房款

收据和内部认购协议书一份，收据

编号：2150349，2579308；金额：

373313元，由此带来的影响与海

南中安和悦置业有限公司无关，声

明作废。

●赵廷龙遗失助理医师执业证，证

号 ：210450000003505，声 明 作

废。

●马欣雨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准字01202073号，声明作

废。

●海南墨拓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杨赟举遗失三亚市恒大御府项

目4号楼一单元1103室壹份购房

认购书，特此声明。

●中海石油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

人遗失光大银行海口支行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L6410000642001，声明作废。

●吴素梅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8#1405房
（4581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号：
21002169，特此声明作废。
●刘丹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
下245栋2504房住宅购房收据，
编号:HN1824401，现声明作废。
●澄迈美家乐禽畜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中明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南中明工程有限公司白沙县
七坊镇基本农田整理项目资料专
用章，声明作废。
●儋州市光村镇总工会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张 ，核 准 号:
J6410015637501，声明作废。
●儋州市第六中学不慎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031263697，现特此
声明。
●东方龙瑞养天和大药房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36593302，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幸会有你花伴生活馆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会
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6241101，声明作废。
●海口正德至善技术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3685501，声明作废。
●赵永珍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黎族自治县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
家园五区一期四栋三单元615室
房 产 证 ， 房 产 证 号 ：
SPF201606224，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市苹果幼儿园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
本，教民246900760000448号，声
明作废。
●东方市苹果幼儿园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071383267，声明作废。
●东方市苹果幼儿园遗失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法人）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690073241110060，声明作废。
●三亚九鑫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十月田场林木销售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现公
开销售450亩木麻黄、桉树。位
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海钢十月田
胶场。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有木材采
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项目联系人：
麦先生13976711153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01713），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17日

清算公告
万宁市常春藤幼儿园位于万宁市
马坡思源学校对面，于2020年10
月20日申请举办者变更，请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我园申报债权债务。联系
人：崔小姐，电话 19989117771，
邮箱：350104237@qq.com

万宁市常春藤幼儿园清算组
2020年10月23日

附清算组成员：组长：刘成秀
组员：叶崇斯、韩振友、李朝玉、李
杏、崔菊敏、刘诗妍

公告
屯昌县橡胶总公司目前在进行企
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动
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
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
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
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
人:严祟莉15248987570，刘新进
电话: 13876108963，特此公告。

屯昌县橡胶总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延期公告
我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在《海
南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原定
于2020年11月3日上午10时举
行的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区（白
马湾·滨海花园）338套商品房拍
卖会，已延期至2020年 11月 18
日上午10时,现因故再次延期至
2020年11月28日上午10时,其
他事项不变。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0年11月17日发布于
《海南日报》A11版及相关网站上
的《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
〔2020〕55号）中内容现做如下更
正：东出让2020-10号宗地竞买
保证金和挂牌起始价均由657万
元更正为838万元。其他公告内
容不变。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2020年11月18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华夏郑桓公历史文化促进
会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单位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东方天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7MA5REBFR3J）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琼海新山实业发展公司(注册号
4600021001139)拟向海南省琼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陵水众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KEY14C）股东
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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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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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变更公告
智联地产（海南）有限公司拟进行
股权变更，凡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
（包括担保、抵押）的单位或个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持有
关证明材料前往海口市国贸大道
48号新达公寓1203室本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登记，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宁美亮
电话：13873179088

智联地产（海南）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6日

企业改制公告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国有企业
公司制改制相关规定，海口市粮食
局三江粮食储备库已于 2020 年
11月5日改制更名为海口市国运
粮油储备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原有
业务、资产、资质、债权债务等均由
改制后的海口市国运粮油储备管
理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运粮油储备管理
有限公司

公示
海南省万宁市公证处经复查，于二
O一八年二月六日出具的(2018)
万宁证字第1676号《公证书》，因
当事人隐瞒了法院已查封的法律
事实。现决定撤销(2018)万宁证
字第167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
自始无效。特此公示

海南省万宁市公证处
二O二O年十一月十六日

公告
屯昌县热作发展公司目前在进行
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
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
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
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办
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人:
蔡兴雄 电话: 13198936300，程
森:13907517608，特此公告。

屯昌县热作发展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商铺招租
西沙路侨企大厦临街铺面75平，
三亚解放路689号二楼商铺275
平招租68535357,13322085875

公告
咱家有智慧接力（海南）科技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杨玲、王泽贤、萧
海奉、孙鸿辉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 162、
163、218、241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0〕第490-493号仲

注销公告
海南省郑和历史文化研究院拟向
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院
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名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07807081214）遗失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一本，声
明作废。
●海南华宝东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海南华宝东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印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屯昌县慈善总会遗失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屯昌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6410013151101，账
号265010381005,声明作废。
●于京涛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
号640183，特此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武汉大学驻海口
办事处不慎将座落于海口市和平
北路新桥大厦910房（产权证号
9415）及204房（产权证号3829）
房屋产权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杨坤村民委员会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新起点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
口市新琼片区回迁商品房工程项
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伍一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博厚镇博北村委会堂美村民小
组遗失临高农商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1197501，账户：
210805001003500000747，声明
作废。
●吴素梅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8#1405房
（599791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0912705，特此声明作废。
●吴素梅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8#1405房
（400000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0912743，特此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商铺招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各位股东会成员:

本公司定于2020年12月8日
(星期二)上午10时召开全体股东
会议，讨论决定有关事项，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20年 12月 8日上
午10时整;
2.会议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电力
村博电公司会议室;
3.参加人员:全体股东(不得缺席);
4.会议内容:变更董事、营业期限
为长期。

请全体股东务必准时参加，若
届时未到，视作同意公司所作出的
股东决议。

海南博电资源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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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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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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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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聚焦长江经济
带发展。中华民族母亲河焕发新颜，
长江经济带正在奏响高质量发展的
新乐章。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

这是长江生态保护事业历史性
的一幕。

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
域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
流域各地重点水域也将相继进入为
期10年的常年禁捕期。

截至目前，重点水域退捕任务基
本完成，8.4万条渔船、17.97万渔民退
捕上岸，安置保障稳步实施，就业率
达 到 97.79% ，社 保 完 成 率 达 到
99.44%。

2016年1月5日，重庆。习近平
总书记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8年4月26日，武汉。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

“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
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
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
发展的关系”“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11月14日，南京。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

“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
力军。”

从推动、深入推动，到全面推动，
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长江
上游、中游、下游，三次召开座谈会
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布局逐渐
清晰。

5年来，沿江11省市推进生态环
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
深，前所未有。

湖南岳阳，湖北武汉，安徽马鞍
山，江苏扬州……昔日几近绝迹的江
豚，近两年频频现身。

“沿江生态环境达到近五年最好
水平。”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
琦说。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重庆
市万州区，熊人建开着船来回往返。
这名昔日的渔民转型为长江“美容
师”，忙着清理江面垃圾和漂浮物。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
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找出问
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
修复和保护；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
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
治理……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是系
统工程，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
江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考虑。

以问题为导向，动真碰硬，持续
攻坚——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连续三年组织拍摄警示片，建立问题
台账，制定整改方案。前两年披露的
315个问题已完成整改226个，沿江
省市累计自查问题4137个，已完成整
改3415个。

坚持标本兼治，大力推动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
污染治理“4+1”工程建设——

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和县城集中
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接近实现全覆
盖；沿江省级化工园区基本实现污水
达标排放；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

到75%；长江干流沿线码头船舶垃圾
处理设施已基本建成；1641座需治理
的尾矿库中1612座完成了治理方案
编制，1318座完成了初步治理……

狠抓保护修复，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完成沿江11省市63个城市入河
排污口排查，排查出入河排污口
60292个；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
市1372个黑臭水体完成消除96.7%；
全面开展长江岸线清理整治，2441个
违法违规项目整改完成98.9%；累计
完成新营造林1165万亩，退耕还湿
51万亩……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当表率

踏上新征程，长江经济带将在践
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高水
平对外开放新高地，长江经济带动力
澎湃——

今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积极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支撑的新动力源
加快成长，城市群集聚程度和承载能
力显著提升。

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
岛、江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动绿
色发展示范，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积
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自贸试验区长三角全覆盖，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
路”融合，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

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长江经济带活力四射——

5年来，长江经济带累计搬改关
转化工企业8091家，搬迁改造危险化
学品企业464家；持续优化新兴产业
布局，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
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延续历
史文脉——

初冬时节，扬州运河三湾生态
文化公园，一河波光潋滟，两岸叠翠
流金。

近年来，扬州一体推进长江和运
河沿岸修复保护，利用运河湿地资源，
启动建设3800亩的生态文化公园。

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
人文荟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
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
新的神采。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引，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将稳步推进，
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综述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
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切
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
安全的生命线。

《意见》强调，要充分认识防止耕
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性
紧迫性。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切实把

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坚持科学
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将有限的耕地资
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主产区要巩
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产销平衡
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

《意见》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
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倾向。明确
耕地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重点
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
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的种植面
积。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和棉、
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
产。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把粮
食生产功能区落实到地块，引导种植

目标作物，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非主产区粮食种植面积，产销平衡区
要着力建成一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的口粮田，保证粮食基本自给；主销
区要明确粮食种植面积底线，稳定和
提高粮食自给率。有序引导工商资
本下乡，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
从事良种繁育、粮食加工流通和粮食
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对工商资
本违反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
转耕地不种粮的“非粮化”行为，一经
发现要坚决予以纠正，并立即停止其
享受相关扶持政策。严格规范永久
基本农田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禁止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以及
挖塘养鱼、非法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
行为，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

《意见》要求，要强化激励约束，
落实粮食生产责任。严格落实粮食安
全省长责任制，要将防止耕地“非粮
化”作为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重
要内容，严格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切实承
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的主体责
任，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将粮食生产
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坚决遏制住
耕地“非粮化”增量，同时对存量问题
摸清情况，分类稳妥处置。完善粮食

生产支持政策，落实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
大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支持力度，加
强对种粮主体的政策激励，着力保护
和调动地方各级政府重农抓粮、农民
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加强耕地种粮情
况监测，每半年开展一次全国耕地种
粮情况监测评价，建立耕地“非粮化”
情况通报机制。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制
定工作方案，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稳
妥有序抓好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对
《意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RCEP签署
有力驳斥“中国封闭论”

“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将启之际，中国提
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界有一些声音质
疑，中国是不是要走向封闭？17日，长期研究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权威学者以最新例证表
示，与走向封闭恰恰相反，中国开放的大门正越
开越大。

“一个逐步走向封闭的国家，怎么可能去签
署一个更高水平的自贸协议呢？”谈及11月15
日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所长张宇燕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吹风会上提
出这样一个反问。

张宇燕说了一句现场中外媒体都耳熟能详的
话——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在中国已
经深入人心。”他说，中国近年来持续打造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签署RCEP
就是一个明证。

15日，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后，东盟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签署
RCEP。这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
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

“RCEP的签署意味着，在全球，至少是亚太
地区，开放还是主流、还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张
宇燕说，协定签署也代表着“开放理念和实践的
胜利”。

众所周知，RCEP由东盟10国发起，此前东
盟已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多个“10+1”
自贸协定，中、日、韩、澳、新西兰5国之间也有多
对自贸伙伴关系。

“在已经同多个方面有相应自贸协定的背景
下，中国仍然积极参与、积极推动，为RCEP最终
签署作出积极贡献。”张宇燕说，RCEP的签署，可
以说恰恰否定了“中国封闭论”。

RCEP签署后，中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将
达到19个，自贸伙伴将达到26个。与此同时，中
国通过RCEP新建立了中日自贸关系，这是中国
首次与世界前十的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使中国
与自贸伙伴贸易覆盖率由目前的 27%提升至
35%。

在张宇燕看来，“中国封闭论”完全与事
实不符，除RCEP 角度外，还有许多论据可供
参考。

比如，今年以来，中国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
配套法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削减到
33条，而把视野放宽到近几年来看，负面清单的
压缩幅度则更为显著。

“再看全球跨境直接投资（FDI），今年全球
FDI规模可能下降40%，但中国吸引外资依然可
观。”他说。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8006.8 亿元，同比增长6.4%，
增幅比1至9月提高1.2个百分点，延续了稳中
向好态势。

张宇燕说，单从签署RCEP看，中国扩大开放
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开放的
大门还会越开越大。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刘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