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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秋菊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 证 ， 权 证 编 号 ：

4690051122081200221，声明作

废。

●恒大御湖庄园1栋721房莫菊

英不慎遗失海南昌茂龙湖房地产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全国联

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一张，收据

编号：HN0068970，声明作废。

●杨绍钦遗失坐落于陵城镇平西

路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用

(陵城)字第9129号，声明作废。

●郭淑俊、冯晓蜜遗失坐落于陵水

县英州镇清水湾珊瑚海-温德姆

度假酒店集中式客房东单元0106

号房权证，证号:陵水县不动产权

第0005068号，声明作废。

●海南宸钰电梯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开具给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的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发票代码:4600163160，

发 票 号 码:01951414，金 额:

55440元，特此声明。

公告
经本局党组会讨论决定，辞退我局
公务员王堃同志。其辞退手续已

注销公告
海口申楠木工厂，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1007742684572，经股东
会决定，现拟向海口市龙舌坡工商
所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60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请债权。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 南 宸 钰 电 梯 有 限 公 司

（91460200MA5T1URR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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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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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宗沂 13876866016

和泓•海棠府清退通知
尊敬的和泓•海棠府客户：
因您未按《和泓•海棠府预约登记
协议书》约定支付预约登记费，我
司分别于2020年9月18日、2020
年11月13日发出《预约登记清退
函》，您已于同日收到该函件。根
据法律规定，您与我司签订的《和
泓•海棠府预约登记协议书》已于
《预约登记清退函》发出之日正式
解除。请您尽快至我司办理相关
手续。清退名单如下：
房号：G21-3-201，姓名：金子琪；
房号：G28-2-602，姓名：张苡宁。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2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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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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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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湾演艺中心东附楼商业招租
现有海口湾演艺中心东附楼，东附

楼总面积为4488.34m2，规划休闲

餐饮统一对外进行商业招租，所有

改造费由承租方承担，价格面议，有

意者请联系梁先生15348874016

符小姐18907668809

商铺招租

办公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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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贸写字楼单价6380元18708991932

报有关部门办理。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0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转让

方）与杨浚（身份证46002719880618231X）（受让方）签署的
《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截至2020年5月31日海南伟图
农业有限公司3笔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
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该企业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
人，债权本金2,500,000.00元、利息10,761,638.36元。据此，

请借款人及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898-66563207
杨浚 联系电话：19989680988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白沙街道文明东路25号

2020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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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大使馆：

坚决反对“五眼联盟”国家
发表涉港声明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
使馆20日发表声明说，近日，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
声明，妄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立法
会议员资格问题所作决定。有关言行公然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
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声明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香港
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有关规定，对香港特区立法会
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是坚持和维护“一国两制”、
香港法治和特区宪制秩序的必要之举，完全合情合
理，合宪合法。公职人员应拥护本国宪制性法律、效
忠祖国，天经地义。包括美国在内，没有哪个国家会
对议员等公职人员违背誓言、背叛国家的行径听之
任之。香港特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

声明表示，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回归后，中国
政府治理香港特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联合声明》。《中
英联合声明》从未赋予英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在香
港回归后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力。“五眼联盟”没有
法理依据，也没有任何资格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声明说，“五眼联盟”国家应收起西方殖民香
港时代的傲慢与偏见，摒弃打“香港牌”遏制中国
发展繁荣的老旧套路，停止虚伪做派和双重标准，
停止插手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把目光更多
放在自身亟须解决的国内治理问题上，任何对华
施压以及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图谋都
是看不到出路的。

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

强烈谴责“五眼联盟”外长
发表涉港声明

新华社伦敦11月20日电 中国驻英国大使
馆发言人19日表示，英国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新西兰“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
国政府重新考虑针对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行动，此
举无端诋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立
法会议员资格决定，肆意抹黑中国政府对港政策，
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

使馆发言人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香港特区
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
定、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条文的理解和落实，特区
政府不能自行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中国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从中央层面对有关宪制
性问题作出决定，合理合法合宪，不容污蔑抹黑。

发言人表示，公职人员特别是掌握立法权的
议员拥护本国宪制性法律、效忠祖国，是各国基本
政治伦理。通过立法建立宣誓效忠制度、明确议
员资格、确保议员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是国际
通行之举。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地方议会
议员勾结外国势力、颠覆政权、分裂国家，中国也
不例外。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是坚持和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基本法和香港国
安法有关规定的必然要求和正当之举，不会损害
而只会加强香港特区高度自治和港人权利自由。

发言人表示，英国等少数国家一再借《中英联
合声明》指责中国违反国际义务，这是完全错误
的。《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是确保中国收回
香港，其中没有一个字、一个条款规定英国在香港
回归后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英国对回归后的香
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任何外国无权借口
《中英联合声明》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等少数国家摒弃
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停止拼凑反华小团伙，停止
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国维护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
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只有全面
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
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
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强调要坚持在
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
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两大奇迹”，这同不断推动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
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在法
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依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有序
推动复工复产，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我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
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实践
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
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
的保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更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
展稳定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着力
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提升
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效能，就一定能推动各方面制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逐步实现国家
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法者，治之端也。”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要坚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
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
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更加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
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
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
升。我国不断发展壮大，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法治建设的中长期目标，必
须统筹考虑国际国内形势、法治建设
进程和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同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相协同。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
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
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
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

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
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要推动全球
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
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更加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坚持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
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
断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我们就一定能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通报，11
月 20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6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均在
上海），本土病例 7例（天津 5例，
上海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9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006
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96例
（其中重症病例1例），无现有疑似
病例。累计确诊病例3761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3465例，无死亡

病例。
截至 11 月 20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08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 81472 例，累计死
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86414 例，无现有疑似病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875547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1892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18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无
转为确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3例（境外输入11例）；尚在医学观

察无症状感染者378例（境外输入
374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6174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
区5517例（出院5239例，死亡108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
例），台湾地区611例（出院546例，
死亡7例）。

国家卫健委：

20日新增确诊病例16例 其中本土病例7例

新华社天津11月21日电 记
者从天津市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了解到，截至21日18时，天津滨
海新区完成核酸检测采样103.2万
人，实开采样点2282个。

天津市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副总指挥、副区长梁春早介绍说，在
此次大规模核酸检测当中，天津市滨
海新区按照相关要求建立指挥体系，
设置了8个应急处置小组，全区核酸
检测人数初步估计在260万人左右。

目前，共有7400余名医护人员
和6000余名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参与到此次核酸检测工作当中，
其中包含天津市其他区派出的支援
人员6800余名，有效地保障了此次
大规模核酸检测的顺利进行。

11月20日0-24时，天津市滨
海新区新增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天津市滨海新区于21日开始，
利用2至3天时间，对滨海新区全
体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21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最
新通报，11月20日0时至24时，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喀什地区最后2例无

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截至11
月20日24时，新疆（含兵团）现有确
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清零。

新疆现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双双清零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21 日电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21日通报：11
月20日0到24时，新增2例本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已追踪到病

例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83人。
2例病例为夫妻关系，常住浦

东新区。目前，已追踪到病例在上
海市的密切接触者83人，均已落实

集中隔离观察。对病例曾活动过的
场所已进行终末消毒。

截至11月20日24时，上海在院
治疗60例，无重症和危重症。

就2例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上海已追踪密切接触者83人

天津市滨海新区
核酸检测人数超过百万人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获悉，当日7时至16时，内蒙古自

治区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2例，均为满洲里市确诊病例。

目前针对此二人密切接触者的

流行病学调查及筛查排查工作已经
展开，有关情况将在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门户网站及时通报。

内蒙古满洲里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11月21日，天津滨海新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香港 11 月 21 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21日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零分，香
港新增4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3个多月以来单日新增最高。

据介绍，新增的确诊病例中有
36例为本地病例，其余7例为输入
性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数达5560例。21日公
布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字是8月

17日以来最高。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鉴

于近日疫情严峻，强烈呼吁市民应
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时刻
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香港新增43例确诊病例 为3个多月单日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