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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房产

●三亚凤凰健寿仁和堂大药房遗
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琼DB0200066，声明作废。
●胡祥情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警
号为：040279，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副本（社
证字第235号），组织机构代码证，
代码:50386074-X，声明作废。
●王秀玲遗失就业创业证一本，证
号 为:4690010018000057，声 明
作废。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不慎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046001900104，发 票 号 码:
29632298，声明作废。

尸体认领启事
江绍友，男，76岁。流浪人员病倒
街头被我站送至西培医院救治。
2020年12月24日15时，因病情
恶化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知
情者从本启事发布之日起30天内
与儋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若无人
认领，将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关规
定妥善处理后事。联系电话:
0898-23381975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

注销公告
海南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拟

向海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工作

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2月24

日起90日内向清算工作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联系人：梁彬，联

系电话：65380673。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府路89号海

南省科技厅老干处。

海南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清

算工作组

2020年12月26日

寻人启事
12月9日23时许，在三亚团结街

某宾馆发生服毒自杀警情。死者：

张俊强，男，1978年出生，证号：

460032197805243877，户籍地：

东方市龙潭派出所，现寻找其家

属。妹妹：叶小欣，1998年出生，

如有其他家属或认识此人的请与

新居派出所林警官联系，电话：

17789887270。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

典 当 遗 失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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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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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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房产（性质不限）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国兴沿街商铺2.2万/平18708991932

商铺出售 寻 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昌学校（二期）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文昌学校（二期）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航天大道北侧，建设单

位为海南文昌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项目修规经第64次市城市
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修规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为108236平方
米（折合162.3 亩），总建筑面积90210.15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78569.37平方米，容积率0.73，绿地率32.94 %，建筑限高33.3米，停
车位117辆。其中南地块总用地面积53582.66平方米（折合80.37）
亩，总建筑面积59622.7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53580.75平方米，容
积率1.0，建筑密度32.07%，绿地率24.29%，建筑限高33.3米，停车位
45辆；北地块总用地面积54653.34平方米（折合81.93）亩，总建筑面
积30587.38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4988.62平方米，容积率0.46，建
筑密度32.07%，绿地率16.46%，建筑限高22.37米，停车位72辆。现
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批
前公示。1、30天（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1月25日）；2、公示方
式：海南日报、市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
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
205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符莹。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7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12月24日，用于测试的动车组列车驶离京
雄城际铁路雄安站。

记者2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京雄城际）大兴机
场至雄安新区段将于12月27日开通运营，京雄
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
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时间50分钟，大
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12月26日，考生在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
考点外排队进入考场（无人机照片）。

当日，为期3天的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拉开帷幕，全国报考人数达377万。

此前，教育部召开视频调度会，部署全国各省
（区、市）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密的措施进一步做
好考研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发（曹正平 摄）

京雄城际铁路
今日全线开通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拉开帷幕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吴维杨 美编：陈海冰

6大主题12项系列专场
“云”集海南优质产品
本次直播嘉年华将设置6大主题12

项系列专场直播活动。围绕“星选优品·海
南好物”主题设立海南品牌分会场，包括海
南本土品牌专场、市县佳品促销专场以及海
南旅游产品促销专场等。其中，海南本土品
牌专场将由百万级网红达人携海南本土达
人联手直播，全方位推广“海南质造”，共同
打造一批海南本土电商“爆品”；市县佳品促
销专场将联动文昌、万宁、定安、三亚等多个
市县，向广大消费者推介海南本土特色海产
品以及应季水果、椰子油等农副产品；海南
旅游产品促销专场则促销海南餐饮代金
券、酒店客房、休闲康养旅游产品等，面向
全国消费者集中推介海南优质旅游资源。

在海南自贸港顺利开局利好下，海南
跨境电商产业迅猛发展。借助本次直播嘉
年华活动机遇，组委会精心设置“在海南·
购全球”主题，创新设立跨境电商系列直播

分会场。此分会场环节将邀请考拉海购、
美好生活（黑虎科技）、海豚美购、趣佰、陆
海港跨境、适城跨境等十余家省内跨境贸
易企业，联袂开展系列直播活动，向消费者
推荐线上下单、直播直发的跨境商品，助力
海南跨境电商插上“直播促销”的翅膀。

电商直播带货PK

我们邀您抢占C位
值得一提的是，为培育电商优秀人

才和打造海南电子商务领域长期发展的
人才队伍，本次直播嘉年华将同步发起

“自贸港·我担当”海南电商直播嘉年华
评选。此次评选设置2020年海南自贸
港好物推荐官、十大人气主播等7大奖
项，通过网络人气榜邀请消费者进行投
票，由直播嘉年华组委会综合考量网络
人气和直播带货销量等维度，对参评主
播和MCN机构进行评选颁奖。

即日起，省内外MCN机构、网红主
播、海南本土达人主播均可报名参与，在
直播嘉年华中同场献播、同台竞赛，共同
助力海南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直播嘉年
华组委会将在活动尾声举办盛大闭幕式
暨颁奖盛典，为获奖的达人主播、MCN
机构、品牌企业及热销产品等颁发证书，
并授予荣誉称号。

@品牌企业
我们邀您来报名

本次活动将引进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的头部直播机构，邀请国内网红主播空降
海南助阵，联动海南本土达人主播，共同

选拔一批海南本土直播带货主播人才、发
展一批海南本土有影响力的MCN机构、
培育一批海南本土网红品牌。

海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搭建海南电子商
务直播发展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的互动
平台，为海南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力量提供
一个沟通分享的渠道，树立行业标杆，彰
显榜样力量，形成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效
应，共建海南电子商务直播良性生态，共
同推动海南电子商务发展再上新台阶。

2020年海南电子商务直播嘉年华由
海南省商务厅主办，南海网承办，杭州魔筷
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天凌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海南自贸港网红孵化示范基地、海南晨
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海南鼎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绿地南海直播基地、海南原产地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好创业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海南紫腾科技有限公司、海南
自贸区带啥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协办。

（撰文/娜莎）

海南电子商务直播嘉年华震撼来袭！
全天候多场次直播，力创海南线上消费新热潮12 月 26 日，2020 年海南电子

商务直播嘉年华在海口启动。这
场以政府搭台为基础、以海南电子
商务产业力量为核心、以全天候+
多商家+多场次为标准的系列直播
带货活动，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接连开播。

据了解，本次直播嘉年华以
“直播自贸港·云上看海南”为主
题，联动魔筷年货节，同步开展
相关评选工作，举行盛大闭幕式
暨颁奖盛典。本次活动旨在抢
抓直播带货、网红经济等电商新
机遇，助销海南本土优品、扶贫
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挖掘消费
和内需潜力，营造海南岁末年初
的浓郁线上消费氛围。海南省
商务厅将依托此次活动，快速发
掘 一 批 有 潜 力 的 达 人 主 播 和
MCN 机构，着力开创海南电子
商务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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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长江保护法等 决定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委主任、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长、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长江保护法、刑法修正
案（十一）、新修订的国防法；决定免去
巴特尔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
务，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主任，免去韩长赋的农业农村部部
长职务，任命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
长，免去钟山的商务部部长职务，任命
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
平分别签署第64、65、66、67、68号主

席令。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66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
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
议案，决定将上述两个修正草案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委
托王晨副委员长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作说明。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

定、关于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法院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
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于2021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
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陈豪为全国人

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孙志
刚、杜家毫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刘赐贵为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巴音
朝鲁、于伟国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李书磊、
陈小江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任命杨临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

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国家监察委
员会主任杨晓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二十一讲专题讲座，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
任委员白春礼作了题为《世界科技前
沿发展态势》的讲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 12月 26日修订

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6月1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2月26日

第六十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 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 员 会 第二
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2月26日

第六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3月1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2月26日

第六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 二 十四
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修订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2月26日

第六十七号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第 十 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的决定：

一、免去巴特尔（蒙古族）的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主任。

二、免去韩长赋的农业农村部部
长职务；

任命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长。
三、免去钟山的商务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12月26日

第六十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