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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价

土地起始价422元/平方米已没收为国有
资产的建筑物构筑物起始价为1303万元

该宗地上涉及违法建设行为，原县国土资源局已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
查处，没收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1 间 47.96 平方米的门岗、1 栋
3378.05平方米的七层楼房、1栋547.92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及硬化地面），《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委托开展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配
套服务区国有资产挂牌出让工作的函》委托我局将建筑物、构筑物与2020-
01号宗地一并挂牌出让。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0-01号
宗地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
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
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该项目为热带高效农业项目，根据原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海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
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文件规定，
不设定出让控制指标,项目的投资总额不低于12893万元人民币。

二、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外法人和其
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
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境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
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
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
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一）失信
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
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
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
用途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构筑物出让设有底价，竞买人
须同时对土地及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报价，最终竞价结果以土地报价和建筑
物、构筑物报价之和为准，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01月06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
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咨询和领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2月10日09时00分至2021年01月06
日12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01月06日12时00分。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01月06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0年12月30日09时00分至2021年01月08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挂
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
价确定竞得人；（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
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四）竞得人应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
日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五）本次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
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周小姐 林先生；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
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网址：http://zw.hain-
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
china.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0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0〕12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再实行商事主体
滚动年报模式的公告
2019年度商事主体滚动年报试点工作将于2020年12月

31日结束。根据试点工作情况以及结合我省实际，2020年度
商事主体年报将不再实行滚动年报模式，所有2020年12月31
日前成立的商事主体，须于2021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并公示2020年度年
报。尚未完成2019年度年报的商事主体请尽快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并公示年报。不按规定报送年
报的，将受到行政处罚，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年报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并导致在申请行政许可、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
出让、授予荣誉等方面被限制或者禁入。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898-66767974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4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

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南英利新

能源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进行公开竞价处置，我分公司已于2020年12
月9日在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的华融交易中
心交易系统（https://www.chamcfae.com/）及中国证券报、海南日
报、华融外网等平台发布了公开竞价公告，在首个公告期内只有一名
投资者有意向参与竞价该债权并向我分公司缴纳了竞价保证金。现
我分公司再次发布公开竞价公告，若本公告期间无其他投资人有明确
竞价意愿、未按我分公司规定缴纳竞价保证金，且上述意向投资人出
价不低于交易底价，我分公司拟将上述债权转让给现有意向投资人。

本次公开挂牌的公告期自2020年12月11日起至12月21日
16时止，挂牌周期、交易规则、交易条件等具体信息以华融中关村不
良资产交易中心官网（www.chamcfae.com）公示为准，意向投资人
可登陆网站查询。

联系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卢先生 0898-66737431 郑女士 0898-66734699
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杨女士 010-5778075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如下：

0473722768- 0473723007 共 25 份 ，0323592785、0323592793、
0323592865、0323593032、0323593075、0323595513- 032359553X
共 3 份 ，0323595601、0323596268、0323596567、0323596743、
032359676X、0323596831、032359684X、0323597113、0323597148、
0323597180、0323597244、0323597252、0323597287、0323597404、
0323597412、0323597455- 0323597498 共 5 份 ，0323597607、
0323597762、0323597826、0323597842、0323597869、032359799X、
0323598060、0323598124、0323598212、0323598263、0323598490、
0323598845、0323598917、032359895X、0323599071、0323599215、
0323599266-0323599346共9份，0323599514-032359975X共25份，
0323601012- 0323601119 共 11 份 ，0323601856、0323601901、
0323602015、0323602103、0323602154、0323602226、0323602269、
0323602410、0323602453、0323602488- 0323602752 共 28 份 ，
0323276563- 0323276598 共 4 份 ，0323276934、0323277523、
0323277638- 0323277662 共 4 份 ，032327770X、0323277830、
0323277849、0323277902、0323277929- 0323277945 共 3 份 ，
0323277988、0323277996、0323278112- 0323278518 共 41 份 ，
0323278542、0323278550、0323278614、0323278745、0323278905、
0323278913、0323278980、0323279019、0323279027、0323279086-
0323279254共18份，0323279334、0323279350-0323279481共14份，

0323279588、0323279596、0323280036、0323280159、0323280220、
0323280239、0323280255- 0323280335 共 9 份 ，0323280351、
0323280466、0323280474、0323280503、032328052X、0323280538、
0323280554、0323280642、0323280976、0323281004、0323281055、
032328116X、0323281557、0323281565、0323281581、0323281661、
032328167X、0323281899- 0323282007 共 12 份 ，0323282250、
0323282293、0323282680- 0323282701 共 3 份 ，0323282728、
0323282744、0323282752、0323282787、0323282920、0323282971、
0323283376、0323283448- 0323283501 共 7 份 ，0323283579、
0323283624、0323283683、0323283835、0323284045、0323284491、
0323285056、0323285072、0323285128、0323285232- 0323285259
共 3 份 ，0323285689、0323285769、0323285777、0323285849、
0323285910、0323285937、0323285953- 0323286008 共 6 份 ，
0323286083- 032328650X 共 43 份 ，0323286630、0323286665、
0323286673、0323286702、0323286710、0323286956、0323287561、
0323287588、0323287756、0323287924、0323287940、0323287983、
0323288118、0323288150、0323288214、0323289188- 0323289209
共3份，0323289241、0323289268-0323289508共25份，0323290074、
032329055X、0323290576、0323290592、0323290621、0323290672、
0323290680、0323290904、0323290912、032329100X、0323291018、
0323291229、0323291237、0323291253、0323291261、0323291368、
0323291384、0323291421、0323291528- 0323291587 共 7 份 ，
0323291608、0323291616、0323291763- 0323300252 共 850 份，
0323300519-0323301503共100份。声明作废。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航天农贸市场再次公开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11HN018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航天农贸市场整体再
次进行公开招租。文昌市龙楼镇是中国滨海开放航天发射中心--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中心所在地，全镇总面积9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2.7万。龙楼镇航天农贸市场位于龙楼镇文铜西路北侧，于2012年
12月建造，现尚未投入使用，建筑面积共2059.20平方米，该市场中
间部位划分为186个摊位，围绕摊位外围为36间铺面，每间建筑面
积均为18平方米，室内基本装修，水电设施到位，具备使用功能。
一、挂牌底价为351087元，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三
年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20%。租赁期限为15年。二、本项目
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
自由报价，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三、公告
期：2020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24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
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0898-66558038吴先生、
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11日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12月15日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
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2执272号之九及十一《执行裁定
书》项下部分权益（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债机器设备）。竞
买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
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
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
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2月14日；办理竞买
手续截止时间：2020年12月14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
准）。拍卖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
海南大厦主楼41层；电话：0898-68555961 18508955059；委托
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
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
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1208期）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嘉积镇爱
华东路与嘉博路交叉口处。原市规建局(海规建审批〔2016〕53号)
文件批复2016年的调整方案，批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
积521376㎡（其中计容总建筑面积414488㎡），容积率2.01，建筑密
度29.6%，绿地率31.1%。公司现申请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不变的
情况下对项目内停车位、道路和绿化进行修改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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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至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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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视为无意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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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0日电 （记者伍岳 马卓言）针对美方
日前以涉港问题为由宣布对 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0 日宣布中方对美反
制措施。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鉴于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
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
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
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同时，中

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
待遇。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不要在危险和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说。

中方决定对美实施对等制裁

新华社西昌12月 10日电 12
月10日4时14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
以“一箭双星”方式将引力波暴高能
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
监测器卫星由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空间科学（二期）部
署，2颗小卫星采用共轭轨道星座
布局，将对引力波伽马暴、快速射

电暴高能辐射、特殊伽马暴和磁星
爆发等高能天体爆发现象进行全
天监测，研究中子星、黑洞等致密
天体及其并合过程。此外，卫星还
将探测太阳耀斑、地球伽马闪和地
球电子束等空间高能辐射现象，为
进一步研究其物理机制提供科学
观测数据。

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
监测器卫星工程任务由中国科学院
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负责工程大总体和地面支撑系统的
研制建设，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负
责卫星系统研制，高能物理研究所
为任务科学目标提出单位，并负责
卫星有效载荷、科学应用系统研制
建设，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负责科
学数据的地面接收。用于此次发射
的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生产。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355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

“九章”面世，“嫦娥”落月，两项
代表了中国最前沿科技的成果正凝
聚着全球关注的目光，而它们响当当
的“大名”也传递着中华悠久文明，代
表着当今中国高科技殿堂向先贤的

“致敬”。
“取名‘九章’，是为了纪念中国

古代著名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在
介绍这台实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
里程碑式突破的计算机如何得名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者潘建伟说。

近两千年前，中国诞生了《九章
算术》这部传统数学重要的著作，它

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载分数运算法的
文献。

“中国历来特别看重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中就包含了对
历史资源、历史典故以及代表性人
物、名物的纪念，而纪念的方式也越
来越具有时代性和创造性。”安徽大
学历史系教授、博导陆发春说。

陆发春认为，《九章算术》代表了
当时数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在人类文
明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今天的

“九章”量子计算机，同样代表了当今
中国最前沿的科技，两者的“融合”，

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
自强发展的有机结合。

在为高科技殿堂上一颗颗璀璨
的“明珠”冠名时，中国科学家向来注
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

中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被命名为
“嫦娥”，来自“嫦娥奔月”这则浪漫的
古典神话故事，如此美丽的名字瞬
间拉近了民众与航天科技的“距离”。
首辆月球车的命名则延续了“嫦娥”的
故事，数百万网友的票选结果将月球
车定名为“玉兔”，与“嫦娥”一道奔月。

此后，越来越多的航天成果采纳

了既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具有
象征意义的名字，如暗物质探测卫星

“悟空”，借这位传说中拥有火眼金睛
的“齐天大圣”，祝福卫星在茫茫太空
中早日探测出暗物质粒子。

在追求真理、探索未来的道路
上，“嫦娥”“玉兔”与“悟空”并不孤
单，当代的中国科学家也不孤独。

2016年 8月，中国成功发射世
界上首颗用于试验光粒子量子信息
传输的卫星，这颗卫星被称为“墨子
号”，就是特意纪念公元前5世纪的
一位中国哲学家、科学家、军事家、教

育家墨子。
亲近传统文化的命名方式让“高

端、炫酷”的高科技抹上了一丝古典
而浪漫的气息，不仅燃起了普通民众
的好奇心、求知欲，更让传统文明有
了另一种“复活”的方式。

“我们看到，古往今来众多优秀
的中国科学家不仅有着探索、进取、
求真的科学精神，更有着深邃的人文
关怀，宽宏的历史视野以及更加坚定
的文化自信。”陆发春说。

(新华社合肥12月10日电 记者
马姝瑞)

从“嫦娥”到“九章”：

前沿高科技的中华文明表达

多部门联合发文：

各地要落实“健康码”
全国互认、一码通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王琳琳）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健康码”成为出行必
备。然而，对于跨地区流动人员，“千地千面”的

“健康码”登记查验也给出行带来不便。10日，国
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
布《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
服务行动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落实“健康码”全
国互认、一码通行。

行动通知要求，各地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落实“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和规则，明
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息在各地区可信可
用，切实方便人员出行和跨省流动，实现防疫“健
康码”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

在低风险地区，行动通知明确，除特殊场所和
特殊人员外，一般不应查验“健康码”。

教育部将采取三方面举措治理“家长作业”

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的
发现一起，严处一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教育部10日就
日前引起社会热议的“家长退群”问题作出回应表
示，“对于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这个问
题，教育部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教育部将
采取进一步举措治理“家长作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在当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辽宁、山西等地陆续出
台了关于规范作业管理的一些意见。教育部下一
步将主要采取三方面举措，指导地方落实好作业
管理工作。

他介绍，一是要健全作业布置的机制，包括学
校作业的常规管理、年级和班级的统筹、教师试做
和讲解、学生反馈和评估等方面机制。二是提升
作业质量，主要是在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的
基础上，优化作业的设计，创新作业的形式，强化
实践性作业，积极探索弹性作业、跨学科作业。三
是加强日常监管，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特别是布置
惩罚性作业、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等明令禁
止的行为，发现一起，严处一起，切实建立起有利
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

“但是，不给家长布置作业，并不意味着家长
就没有教育的责任了。”俞伟跃同时指出，家长也
要在家里引导培养孩子养成自主完成作业的良好
习惯，跟学校密切配合，形成育人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