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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上接A10版
第三节 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

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
防控应急预案制度，健全重大生物安全事
件信息统一发布机制。加强动植物疫情
和外来入侵物种口岸防控。统筹布局生
物安全基础设施，构建国家生物数据中心
体系，加强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
设和运行管理。强化生物安全资源监管，
制定完善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目录，
建立健全生物技术研究开发风险评估机
制。推进生物安全法实施。加强生物安
全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生物安全国际
规则制定。

第四节 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

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
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坚持分级负
责、属地为主，健全中央与地方分级响
应机制，强化跨区域、跨流域灾害事故
应急协同联动。开展灾害事故风险隐
患排查治理，实施公共基础设施安全
加固和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工程，
提升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
害、气象灾害、地震等自然灾害防御
工程标准。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建设，增强全灾种救援能力。
加强和完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与能
力。科学调整应急物资储备品类、规
模和结构，提高快速调配和紧急运输
能力。构建应急指挥信息和综合监
测预警网络体系，加强极端条件应急
救援通信保障能力建设。发展巨灾
保险。

第五十五章 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加
强社会治安防控，编织全方位、立体化、智
能化社会安全网。

第一节 健全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

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
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畅通和规范
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
工作体系。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
议、诉讼等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完
善和落实信访制度，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健全社会矛盾风险防控协
同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
干预机制。

第二节 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现
代化

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
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
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
的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继续开展好禁毒人民战争和反恐怖斗
争，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提升打击新型网络犯罪
和跨国跨区域犯罪能力。坚持打防结
合、整体防控，强化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
查整治，健全社会治安协调联动机制。
推进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平台建设。完善
执法司法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健
全执法司法人员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国
门安全防控体系。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务
实合作。

第十六篇 加快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 实现富国和强
军相统一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
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
力，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第五十六章 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质量效益

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与时俱进创新
战争和战略指导，健全新时代军事战略体
系，发展先进作战理论。加快军队组织形
态现代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军事
管理革命，加快军兵种和武警部队转型建
设，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打
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加强
军事力量联合训练、联合保障、联合运用。
加快军事人员现代化，贯彻新时代军事教
育方针，完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体系，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
阵。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聚力国防科技
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速战略性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
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

第五十七章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
实力同步提升

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相协调，搞好战略
层面筹划，深化资源要素共享，强化政策制
度协调，完善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
度、人才队伍、风险防控体系，构建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集中力量实施国
防领域重大工程。促进军事建设布局与区
域经济发展布局有机结合，更好服务国家
安全发展战略需要。深化军民科技协同创
新，加强海洋、空天、网络空间、生物、新能
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军民统筹发
展，推动军地科研设施资源共享，推进军地
科研成果双向转化应用和重点产业发展。
强化基础设施共建共用，加强新型基础设施
统筹建设，加大经济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
力度。加快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资产
管理体系。加强军地人才联合培养，健全军
地人才交流使用、资格认证等制度。优化国
防科技工业布局，加快标准化通用化进程。
推进武器装备市场准入、空中交通管理等
改革。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应急应战
协同，健全强边固防机制，强化全民国防教
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维护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第十七篇 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法治建设 健全党和
国家监督制度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五十八章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坚持和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发
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对“一府一委两
院”的监督，保障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

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高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加强人
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发挥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独特优势，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
共识水平。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
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
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健
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效。
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
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
围。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促进政党关
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
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
合局面。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凝聚侨
心、服务大局。

第五十九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实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健全
保障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加强宪法
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
进合宪性审查。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加强
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立改
废释纂并举，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施法治政府建
设实施纲要，坚持和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制度，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推进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刑罚
执行制度、律师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
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监督，深化执行体制改
革，促进司法公正。实施法治社会建设实
施纲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实施“八五”普法规划，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法律援助和国家
司法救助制度。全面加强人权司法保护，
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加强涉外法治
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第六十章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
效的监督体系，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
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强化政治监
督，深化政治巡视并强化整改落实。推进
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
统筹衔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
监督贯通协调，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
力，使监督体系更好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强上级纪委监
委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推进纪检监察
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完善权力配置和运
行制约机制，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
级授权、定期轮岗制度，完善党务、政务、
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发现问
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构建全
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坚持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和发展环境。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锲
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完善作风
建设长效机制，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切实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
潮，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第十八篇 坚持“一国两
制” 推进祖国统一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共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第六十一章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
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
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
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
大局稳定，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
港澳事务，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第一节 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
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
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建设国际
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
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支
持香港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支
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支
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支持
粤澳合作共建横琴，扩展中国与葡语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以中华文化
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支持澳门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
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

第二节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

完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
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支持港澳参
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深
化内地与港澳经贸、科创合作关系，深化
并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化粤港澳合
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推进深圳前海、珠
海横琴、广州南沙、深港河套等粤港澳重
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内地与港澳各领
域交流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
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加强宪法和基
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增强港澳同胞国家
意识和爱国精神。支持港澳同各国各地
区开展交流合作。

第六十二章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和祖国统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
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
独”分裂活动。

第一节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

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持续出台实施
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让台湾同胞分享发展
机遇，参与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支持
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两岸金融合作，支
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推
进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平潭综合实验
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等两岸

合作平台建设。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
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第二节 加强两岸人文交流
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和人员往

来，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推动
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合
作，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
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促进两岸同胞共
同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两岸基层和青少年交流，鼓励台湾青
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团结广大台
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和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致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第十九篇 加强规划实
施保障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规划实施保
障机制，更好履行政府职责，最大程度激
发各类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合力。

第六十三章 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

贯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
革的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规划实施的各领域
和全过程，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
作用，把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融入规划
实施之中。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
织体系，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适应新
时代新要求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政
治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激发全社会参与规划实施的积极性，
注重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作用，充分
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
用，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力量。构
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内生激励机制，
健全激励导向的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和尽
职免责机制，调动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
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六十四章 健全统一规划体系

加快建立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
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
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省、市县级规划共同
组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
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

第一节 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统领
作用

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
用，强化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
对本规划实施的支撑。按照本规划确定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和重点任务，
制定实施国家级空间规划，为重大战略
任务落地提供空间保障。聚焦本规划确
定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在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绿色生态、民生保障等领域，
制定实施一批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明
确细化落实发展任务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根据本规划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任
务，制定实施一批国家级区域规划实施
方案。加强地方规划对本规划提出的发
展战略、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

项目的贯彻落实。
第二节 加强规划衔接协调
健全目录清单、编制备案、衔接协调

等规划管理制度，制定“十四五”国家级专
项规划等目录清单，依托国家规划综合管
理信息平台推进规划备案，将各类规划纳
入统一管理。建立健全规划衔接协调机
制，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及省
级发展规划报批前须与本规划进行衔接，
确保国家级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
划等各级各类规划与本规划在主要目标、
发展方向、总体布局、重大政策、重大工
程、风险防控等方面协调一致。

第六十五章 完善规划实施机制

加强对本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和督
导，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政策保
障、考核监督机制。

第一节 落实规划实施责任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制

定本规划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主要目标
任务实施方案。本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
标、重大工程项目和公共服务、生态环保、
安全保障等领域任务，要明确责任主体和
进度要求，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引导调控
社会资源，确保如期完成。本规划提出的
预期性指标和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等领域
任务，主要依靠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现，
各级政府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体制环
境和法治环境。年度计划要贯彻本规划
提出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将本规划确
定的主要指标分解纳入年度计划指标体
系，设置年度目标并做好年度间综合平
衡，合理确定年度工作重点。

第二节 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
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

评估和总结评估，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
情况按程序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
议，并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告规划实施情况，自觉接受人大监
督。发挥国家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对推
进规划实施的监督作用。规划实施情况
纳入各有关部门、地方领导班子和干部评
价体系，作为改进政府工作的重要依据。
需要对本规划进行调整时，由国务院提出
调整方案，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

第三节 强化政策协同保障
坚持规划定方向、财政作保障、金融

为支撑、其他政策相协调，着力构建规划
与宏观政策协调联动机制。按照本规划
目标任务、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合理确定
宏观政策取向。坚持公共财政服从和服
务于公共政策，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财力保障，加强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
算、政府投资计划与本规划实施的衔接
协调，中央财政性资金优先投向本规划
确定的重大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坚持
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
走，依据本规划制定重大工程项目清单，
对清单内工程项目简化审批核准程序，
优先保障规划选址、土地供应和资金需
求，单体重大工程项目用地需求由国家
统一保障。

第四节 加快发展规划立法
坚持依法制定规划、依法实施规划的

原则，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
系建设和国家发展规划的规定、要求和行
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加快出台发展规划法，强化规划编制实
施的法治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遗失声明
海南怡洋娱乐城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佳深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2007至2014年公司
财务账册及记账凭证，特此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初级中学遗
失座落于琼山区云龙镇云龙初级
中学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国用（2006）003926号，声明
作废。
●李爱娥遗失座落于昌江县石碌
镇河北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地
号：（18）-102，图号：昌江J329-
122，声明作废。
●本人陈梦琴遗失海口绿地鸿翔
置业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收据两
张，收据金额：20000元，收据编
号：0012832，开具时间：2017年3
月27日；收据金额：98163元，收
据编号：0012114，开具时间：2017
年4月9日，特此声明。
●莫翠瑶遗失医师资格证(证书编码
20161411046020019910917512
8)、医 师 执 业 证 ( 证 书 编 码
110140000009352)，声明作废。
●唐元真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3198308032238，现特此声
明。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吕新纳等人拟继承陈朝勋遗留的
海口市西沙路12号千禧郎俊园
1208房（权证号：HK143270）、海
口市海盛路 33 号金楚小区 5幢
701房（权证号：HK124359），如有
异议，请即日起七日内向本处提
起 。 联 系 人 林 公 证 员 ，电 话
68563971。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公证处
二○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李帮福、李运南、李朝南、黄金兰
遗失座落于秀英区东山镇文塘村
委会塘猛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集用（2010）第029149
号，声明作废。
● 谢 春 花 （ 身 份 证 号 ：
460103198301071248）遗失海口
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
补充协议（第二次），档案编号：
10- 89- 403，现场编号：K89-
403，声明作废。
●海南领军惠众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李志斌不慎遗失将坐落于海南
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白邦公路西南
侧七坊镇中心校临街铺面改造（红
宝园商业城）一期1#105铺的房屋
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证号：琼
（2019）白 沙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612号，特此声明作废。
●李志斌不慎遗失将坐落于海南
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白邦公路西南
侧七坊镇中心校临街铺面改造（红
宝园商业城）一期1#106铺的房屋
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证号：琼
（2019）白 沙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611号，特此声明作废。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21〕第 221-
225号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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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23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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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海南茂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1Q842E）拟 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1001万元减至100万
元，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职业经理人协会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登报日起45天内到本协会办
理相关事宜。联系人：王兆金，电
话：18608908177。

公章声明作废
儋州鑫棠牧业有限公司公章、财务
章损坏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铠易通专营店遗失中国联通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据
17000001-17000100计 2本，声
明作废。
●中交一公局电气化工程有限公
司（原名称：中交隧道局电气化工
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4日在
中国建设银行三亚海港支行开户
时预留的公章已遗失，现特此声
明。
●杨芳于2021年2月20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102198008070645，特 此 声
明。
●海南琼亚律师事务所于2021年
3月10日遗失了由海南省司法厅
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600005624214724，流 水 序
号：50066176，现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市源点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俊康、陈立足与
你公司的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1〕144、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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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83032），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1年4月29日上午9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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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3日

公告
海南顺利物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吴奇湘等五人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324-328号）已审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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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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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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79383
661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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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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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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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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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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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3月
11日A13版刊登公章遗失，公章现
以找到，恢复正常使用，特此声明。

●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会委
员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46900305635713X6），特此声
明作废。
●五指山市嘉佳舞蹈协会信用代
码:51469001MJY1664235）社会
团体正本原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澄迈宏瑞驿站文化旅游休闲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法人私章一
枚，声明作废。
●本人黄金兰不慎遗失坐落于陵
水县新村镇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陵国用（新）字第2606号，声明
作废。
●刘宏洋遗失坐落陵水县英州镇
清水湾珊瑚宫殿公寓东3-1512
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50450号，声明作废。
●琼海天福源温泉大酒店有限公
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
证编号JY24690021621677，特此
声明作废。
●符贻凯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建
字第4690022020000083C号，特
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