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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东方市税务局遗
失国家税务总局东方市税务局征
税专用章（4号），声明作废。

●本人邓香君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棋子湾会议中心项目4栋112房
的 收 款 专 用 收 据 ( 编 号:
HN3013751、编号:HN3044052）
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刘凯博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棋子湾海湾明珠项目52栋的收款
专用收据(编号:HN1821892）,特
此声明作废。
●冯珍遗失三亚千宏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凤凰悦海4-706房装修款
收据壹张，编号 20904041，金额
600000元，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佳香小厨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1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50006586,声明作
废。
●邹光品遗失保亭蓝城山语泉二
栋1101号房的购房收款收据，收
据号码:0033602，金额为:129647
元整，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菲妮尔服装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07600144728，声明作废。
●海口粤星工贸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
号：4601001002481，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15年9月19日在东方市
报板镇二甲村路边捡拾一女婴，请
该女婴生父母或监护人自公告之
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来认领，
逾期将由本人抚养。联系人：符玲
凤：电话：15120793526

●蔡聪、赵倩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新
埠大道1号海口新世界花园D4幢
B号房的不动产权证书，产权证
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53738号，现声明作废。
●钟进岛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颁
发的林权证一本，林权证编号：
B460801921010，现特此声明。
●许黎不慎遗失保亭县蓝城山语
泉2栋2单元302房的收据2张，
收 据 编 号 ：2009253、金 额 为 ：
30000元；编号：16818403、金额：
251765元，声明作废。
●符建民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2919720511781X，声 明 作
废。
●定安县龙湖镇人民政府民政办
公室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6410003149204，声明作废。
● 许 丹 枝 （ 身 份 证 号 ：
429004195905054922）遗失海南
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曦海岸项目
11号楼1705号房《项目认购书》，
编 号 为 0000197 号 ，金 额 为
171.8127万元，现声明作废。

公告
鲜生渔业（海南自贸区）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黎国玉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586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1年1月22日上午九点整在本
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17日

注销公告
海南考试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721244849F）拟向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事宜。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98）第41892号
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的

通告 海资规［2020]16847号

严陈发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晋江村155号的海口市
国用（98）第41892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使用权人为严陈发（曾用名
严文泰），使用权面积为110.89平
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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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依法给严陈发补发上述
宗地的《不动产权证》。联系人：赵
女士 65325260。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0日

减资公告
三 亚 立 达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91460200676090632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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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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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娟18689855232

●海南叁陆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于2020年12月12日遗失公章（公
章号：4601060352706）及法人章
（张卫），声明作废。
●王淑梅遗失海南泽航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四季康城一期
26-1305的购房款收据壹张，开票
日 期:2016 年 5 月 1 日, 金 额:
￥20000元,收据号:0015051，声
明作废。
●屯昌县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登 记 号 ：
403458462126530852，有效期限
自 2017 年 06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月31日，声明作废。
●三亚天行健足疗保健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省民族体育协会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4073801，声明作废。
●本人胥林不慎遗失海南恒大棋
子湾会议中心项目A栋129房的
收款专用收据(编号:HN3043031、
编号:HN3043035）,特此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认婴公告
本人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

农场十字路口公路边捡拾一女孩，

名字：林雨萱，请该女孩生父母或

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

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由本人

抚 养 。联 系 人 ：林 尤 保 ：电 话

13976546263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桂俊河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11）

字第1051号不动产权证书遗失，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桂俊河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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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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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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股
海南快乐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依公
司法募集三亿原始股，签股权对赌
协议，电话13907692978。

商业信息

公告送达

广告·热线：66810888

长霖花苑项目位于白龙南路东侧,项目于2016年9月通过规划许
可，变更内容为：1、总图布局；2、地下室车位位置及设备用房调整；3、地面
设备用房及局部户型调整。经审查，变更方案容积率、建筑密度等规划指
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2月18日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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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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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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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霖花苑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7071号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兆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博鳌滨海
大道西侧,用地面积为312926平方米（约469.39亩）。公司现申请调
整一期开发的地下室范围，调整后地下室面积减少13710.61m2,原批
的地下普通车位改成机械车位，停车位数量不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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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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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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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兆南·东岸修建性详细规划（一期地下室）调整的公示

根据人民银行2003年第5号令《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下账户的开户单位：陵水万
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陵水绿态种苗有限公司、中汇财富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海南中房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陵水
宏力槟榔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陵水永利果蔬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在我行开立的结算账户一
年内未发生收付且未欠我行债务，于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
我行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我行将按规定主动
办理销户手续，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陵水黎族自治县支行

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公 告
我局于2020年12月16日在《海南日报》A07版刊登的

《延期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20〕21号），现将公告内容做

以下更正：原“具体延期事项”现更正为“儋州市那大城西片

区番园F0901-1号、F0901-2号、F0901-4号、E1002-2号

地块挂牌具体延期事项”；原“4.挂牌原截止时间为2020年

12月18日17:00，现延期至2020年12月 24日11:00。”现

更正为 4.挂牌原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8日17:00，现

延期至2020年12月25日8:00。原公告其它内容不变。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更正公告
为确保文昌火箭飞行任务期间我省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有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决定，将对文昌航天

发射基地周边道路及通往文昌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

通告如下：

一、实施管制时间和范围。2020年12月20日0时至

20日24时，禁止运载易燃易爆危化品运输车、核载5吨以上

货运车辆进入文昌市管制路段，管制路段禁止停放一切车

辆；火箭发射前3小时，禁止无通行证的车辆进入文昌市东

龙线、龙昌线、文铜线和乌东线；火箭发射前1小时，禁止一

切车辆进入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和文铜线。解除管制时

间根据道路通行情况确定。

二、实施管制路段。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龙

楼钻石大道、淇水湾大道、紫微路、彩虹南北路、清澜大桥。

管制期间，请车辆驾驶人、行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规定，按照道路交通信号和执勤交通警察的指挥

通行。

因实施交通管制造成的道路通行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20年12月17日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关于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马卓言 成欣）针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称无法按时提交所谓“外国势力”影
响美国大选报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说，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

则。有关中国影响美国大选的说法
纯属无中生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称，
本应向国会提交的关于美国大选受

外国影响的机密报告未能按时提
交。据称，若报告不能充分反映中
国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拉特克
利夫本人将拒绝签署。外交部对此
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前不久曾经声称中国是美国的“头
号国家安全威胁”。但是日前有美
国媒体指出，这样的判断缺乏数据
和事实支撑，而有关数据和事实恰

恰表明，中美应当合作而非对抗。
“我愿再次重申，中方一贯奉行

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关中国影响
美国大选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
他说。

针对有关中国影响美国大选的说法

外交部驳斥：纯属无中生有
太极拳申遗成功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周欣 史林
静）北京时间17日晚，我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
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15届常会于12月14日至19日在线
上召开。本届常会共评审57个国家和地区申报
的5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太极拳自17世纪中叶形成以来，世代传承，
习练者遍布全国各地，并在海外有着广泛传播和
传承。太极拳对于习练者的性别、年龄、体质、
职业、民族没有限制，通过习练太极拳，人们在
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同时，也传承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

“学拳明理”，太极拳所蕴含的阴阳循环、天
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养生观念，丰富
着人们对宇宙、自然和人体运行规律的认知；其
松柔圆活与立身中正的基本要求，尊师重道、学
拳不可不敬、不可狂、不可满等价值观念，潜移
默化地涵养着人们平和、包容、友善的心性。在
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意识、促进身心健康、推动人
与人和谐共处、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太极拳
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生直通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通知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
好型社区。老年友好型社区长啥样，怎么建？适老化改造如何避免“叫好不叫座”？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近日，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通过
智能水表“监测”独居老人安全状态，这一
颇具温情的“适老化改造”细节打动了许
多网友。

“安装智能设备本身难度并不大，关键
是后台的服务要跟上。”曲嘉瑶说，让社区“适
老”，有的地方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她举例说，从近年实际情况来看，由
于存在资金问题、住房类型多元化、部分
老年人观念保守等原因，居住环境适老化
改造推进相对缓慢。在曲嘉瑶看来，这既
要求政府部门予以充分重视，更需要各部

门密切配合。
“‘适老化’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根

据老年人的突出需求精准施策，避免‘叫好
不叫座’；还应规划引领、标准先行，防止产
生‘纠错’成本。”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
政策研究处处长周宏说，不但要改善硬件，
更要以创建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为抓手，
将“适老化”理念融入各项政策，在社会建设
和社会管理中更多考虑人口老龄化趋势和
老年人需求，促进社会生活环境从“成年型”
向“全龄型”转变。

蔡菲认为，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是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而公共服务质量
的提升也需要一个过程，如何在需求侧和
供给侧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强对各级老龄
工作人员和社区服务人员的宣传倡导、培
训教育和工作指导，不断提升其工作水平
和服务质量，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蔡菲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
田晓航 何磊静）

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

老年友好型社区离我们有多远？

提到老年友好型社区，
你会首先想到什么？无障
碍坡道、塑胶人行道，还是
醒目的楼栋牌号？其实，它
的内涵可不止这些。

2007 年，世界卫生组
织在调查基础上编制指南
提出，老年友好型城市的
建设涵盖户外空间和建
筑、交通、住房、社会参与、
尊重与社会包容、市民参
与和就业、交流和信息、社
区支持和卫生保健服务八
个领域。

“创建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借鉴了世卫组织理
念，是我国此前开展老年宜
居环境建设的延续。”全国
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
区标准制定牵头人、时任中
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曲嘉瑶说，这套标准既
凸显人文关怀，又传递出积
极老龄观。

老年人集中活动的场

所附近设置公共厕所，有条
件的社区设置无障碍公共
厕所，并配置紧急呼叫设
备；支持发展社区嵌入式医
养结合机构，为失能老年人
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引导和
组织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
和服务……

标准从居住环境等六
个方面设计了社区层面可
操作的指标，还针对老年人
参与社会的需求和跨越“数
字鸿沟”的困难，把社会参
与广泛充分、科技助老智慧
创新的内容单列成章。

“既有对硬件建设的要
求，比如居家环境的适老化
改造、出行设施建设，也有
对软性服务的要求，比如对
社区医疗卫生、日间照料服
务的要求等。”国家卫健委
老龄健康司副司长蔡菲说，
硬件的建设相对容易，但软
性的服务提升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

不是“无障碍”那么简单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场所，与老年人

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密切。把社区作为切入
点，是建设老年友好社会的“第一步”。

蔡菲介绍，国家将结合各省（区、市）
的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程度、社区数量、
工作基础等情况分配创建指标，再按照社
区自愿申报、县级初核、省级复核和推荐、
国家评审、公示、命名的流程，逐年确定全
国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获批社
区可以获得国家授予的奖牌，可以积极争

取地方财政资金的支持。
“2021年将在全国创建1000个示范性

社区，此后到2025年，每年再创建1000个，
为全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蔡菲说，我国东
西部、城乡的差异较大，目前印发的标准是
为各地提供的参考和方向，各地可结合各自
实际制定具体的创建标准。

同时，国家将不断完善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建设的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健全
科学规范、公正合理、与时俱进的考评指

标体系，并包括老年人满意度等主观考核
指标，加大对已命名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
型社区的抽查和公开力度，建立动态调整
机制。

根据通知，到2035年底，全国城乡社
区普遍达到老年友好型社区标准。安全
舒心、清洁卫生的良好环境，完善、便捷的
出行设施，高质量的医疗卫生、健康管理、
紧急救援等社区服务……美好生活图景，
令人期待。

走好构建老年友好社会的“第一步”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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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计算机等级考试大面积作弊案”

两名被告人分别获刑10个月
据新华社济南12月17日电（记者闫祥岭）

山东省济南高新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计算机等
级考试大面积作弊案”,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分别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
刑各10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某案发前是山东
某大学理工学院劳务派遣用工人员，被告人吴某
某是济南某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负责人。2019年7
月，吴某某组织考生通过王某某集体报名2019年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转给王某某4万元好处
费。2019年9月，王某某利用身为该考点计算机
机房技术管理员的便利条件，将计算机考试的正
式题库数据、两个“加密狗”交给吴某某，并将考试
管理员账号和密码告知吴某某。

经查实，吴某某另设考场，组织“枪手”为474
名考生进行作答，并伙同王某某替换考试数据。
王某某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并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吴
某某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后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