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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坡

博坡巷片区C-6-15（附-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坡博坡巷片区C-6-15（附-3）地块位于海口市

坡博坡巷片区，面积9952.92平方米（14.93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
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为7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
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该宗用地规划条件如下：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3.0，
建筑密度≤22%，建筑限高≤80米，绿地率≥40%。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
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23887.008万元人民
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
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23887.008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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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
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1年4月9日9:00至2021年5月6日16:00（北京
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4月23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5月8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1年5月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三）本宗地按现状出让。
（四）该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具体指标按照海口市住建

部门要求执行。
（五）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该

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
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
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
与海口市住建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
相关违约责任。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
同约定动工开发日前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
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
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
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七）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八）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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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403号文执
行。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
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
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
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
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
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三、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
挂牌地块起始价为8321.82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
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
土地竞买保证金8321.82万元。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
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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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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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
买。报名时间：2021年4月9日9:00至2021年5月6日16:00（北京
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1
年4月23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5月8日16:00
（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于2021年5月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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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本次竞
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等其他方式报价。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
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
地出让价款。（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用于开发建设高品质人才公
寓，面向中长期进驻江东新区办公的专家、精英、白领等各类高级人
才，满足各类人才多层次的住房需求，提供全方位生活服务配套功

能。竞得土地使用权后，竞得土地企业引进国际知名公寓物业管理机
构，为人才公寓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长期管理服务。（四）本宗地按现
状出让。（五）根据《关于支持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通知》（琼建
房〔2019〕116）号文，该宗地出让后由土地使用权利人整体持有，不得
分割转让土地，也不得对外分割销售建成的租赁住房。对因破产、重
组等各种特殊情形，原土地使用权人确无法继续持有的，经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可以整体打包依法转让，有关约定随着转移。整体转让或
出资比例、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改变后，租赁住房规划用途和实施
使用性质不得改变，必须继续用于租赁，并按照租赁使用合同保持原
租赁关系。（六）所建租赁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符合消防、治安、卫生
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七）该宗地需配建一处居民健身设施，占地面
积150～750平方米（建设完工验收综合备案后需无偿移交市政府指
定的相关部门）；一处生鲜超市，建筑面积约1000～1500平方米。土
地竞得人应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配套设施。（八）
该宗地按照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500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
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
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海口江东管理局签订《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九）该宗地项
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具体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有关规定及江东
管理局具体要求执行。（十）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
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2年内完成
项目建设交付使用。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
开发的，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的土地闲置费；满
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
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
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十一）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
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二）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
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
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网上查
询：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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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江东新区起步区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土地面积为7430.19平方米（11.15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
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其中城镇住宅用地占比85%，零售商业用地15%），土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用地40年。目前地块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
（JDQB-A06-20、21、22）地块用地的规划指标情况详见下表：

（2021）第9号

地块

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CBD
（JDQB-A06-20、21、22）地块

土地面积（m2）

7430.19平方米
（11.15亩）

土地用途

居住商业混合用地（85：15）

各项技术指标

容积率（≤）
3.2

建筑高度（≤M）

60

建筑密度（≤%）
36. 52

绿地率（≥%）
18.9

遗失声明
洋浦瑞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HE7G99，财 务
专用章、法人章（吴钟镇）。即日
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成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HE8X4W，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赖坚）。即日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录途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HHYY6N，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赖坚）。即日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常来竞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和发票
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潘国保遗失保险销售从业资格
证 ， 证 号 ：
02000146000080002018005543
，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81460100MC34859245，声明作
废。
●许芳梅（于2021年3月30日）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500237200009288548，特 此 声
明。
●海南沪能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车辆合格证，合格证编
号 ：WEU08LD00601543，车 架
号：LVVDC17B5LD601543，发动
机号：AAPGJM00036，声明作
废。
●海南省亳州商会不慎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一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BJP1014718，特 此 声
明。
●海南广立达贸易有限公司陵水
岭门立达加油站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证号：68116985-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仁爱幼儿园（教民

146010760000761）因为疫情期

间生源减少，拟向琼山区教育局申

请注销，期间不存在债务事宜。

注销公告
儋 州 市 中 弘 鱼 场（注 册 号:

29392048-3）拟向儋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企业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中国热带农科院热带植物园旅游

服务中心（注册号:29392022-1）

拟向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企业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永合木业开发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9003754355043L）经股

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

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原

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杨智杰、王毅、邓民同志：
因您无理由长期旷工，根据《劳动

合同法》及本公司规章制度，我公

司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合同，通过登

报公告向您送达，请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离

职手续。逾期视为自动解除劳动

关系。特此公告。

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2日

减资公告
陌海筱墅(海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代码 91469007MA5TKYH10E)
经股东会议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佰万元
整减少至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电话：15561667775徐慧

遗失声明
洋浦新途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400MA5TQKE08C，财 务
专用章、法人章（赖坚）。即日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滨江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93146658Q）营 业 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遗失。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滨江实业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二日

遗失声明
海南趣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和发票专用章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振晨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注册
号460000000294868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2本，声明作废。
●海南琼山华鹏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海南琼山润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声明
邹炎平（身份证号：3605*****
6017）：你与陈立志、孙广利于
2020年10月17日签订的三方合
资经营“海口汽车西站夜市广场”
《股东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你应投
资10%，由于长期未联系到你本
人，现刊登声明通知你，自见报之
日起15天内与我们联系，商谈补
交投资事宜，如逾期，陈立志与孙
广利将按相关规定解除与你签订
《股东协议书》，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立志 孙广利
202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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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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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大道临街办公铺面招租
面积1700m2(套内),高档精装修,办

公设施齐全,拎包入住,车位足,位

置佳,可整租或分租15108999258

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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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钱荷中不慎遗失丈夫梁孝安骨
灰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临

时宫左五架A面顶行内4号，现特

此声明。

●海南南华门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壹枚、合同专用章壹枚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王斯剑遗失白沙县元门乡元门

村委会罗帅村的林权证，证号：白

府林证字（2010）第000400号；林

权证编号：B460801922800号，现

声明作废。

●万宁市军田水库工程管理处遗

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468878G5026035XC，声明作

废。

●刘育玲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

五七坡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

国用（陵城）字第02866号，声明作

废。

●海南易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现声

明作废。

●乐东抱由乐缘饭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71574077，声明作废。

因为课程安排太满，章原没有等到
4月1日就来了杭州——他选择在清明
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带着退役时那身
浪花白的海军军装从上海专程赶来。

服役期满后，章原已经回到了上
海交通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但他
总觉得，还有一件事，他没有做，他应
该做。章原说，他心里有好多的话，
想要对“海空卫士”王伟说。

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军EP-
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约70海
里的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王伟驾驶的
战斗机相撞，飞行员王伟跳伞，永远
留在了海天之间。

那一年，章原才2岁。这位籍贯
陕西，生长在新疆库尔勒的男娃当时
哪能知道，若干年后他参军入伍加入
人民海军，守卫的就是王伟当年起飞
的那条军用跑道。

繁星满天的夜晚，班长告诉他，
当年，曾有一架中国海军编号为

“81192”的军机从这里起飞拦截美
军军机，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一刻起，英雄和普通一兵血
脉相连。章原说，当兵的日子里，他
甚至会有一种幻觉，看到了“81192”
着陆返航。

在杭州东北郊的安贤陵园里，安

放着王伟烈士穿过的一套老式海军
军装，一尊“海空卫士”王伟烈士的全
身铜像凌然矗立。20年了，两代海
军军人在苍松簇拥下隔空相见。

王伟烈士的铜像前，已经摆满了鲜
花，还有国产航母、歼-20战斗机的模
型。一枚银色的盾形钥匙扣上写着“人
民海军忠于党，舰行万里不迷航”。铜
像和墓碑，已被工作人员擦过。

想说的话太多，章原用了三页
“上海交通大学”的信笺纸。信的开
头，他称呼他“亲爱的王伟同志”，那
是共产党人之间最亲切的称呼。在
信中，他告诉他，这些年来，是他在激
励他负重前行，完成了蜕变。他最敬
佩的是他的血性，当年在武器装备存
在代差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退缩。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
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
缺。”章原在信中说。

章原从小成长的新疆库尔勒，盛产
优质长绒棉，年种植面积80多万亩。
信的末尾，章原对王伟说：“绝不后退，
绝不投降，绝不妥协！”落款：您跨越20
年的战友。把三页长信放在铜像前，身
穿浪花白军装的章原立正，敬礼。

临近清明，悼念王伟烈士的人越
来越多，想对烈士说的话越来越多。

在很多海军航空大学的飞行学
员心中，那个为战而生的海天梦想，
是王伟给予的。飞行学员们也给王
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飞过的天
空，真美。”

与2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的中
国海军，“双航母”入列，首批从高中
生中招收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加入

“尾钩俱乐部”。
王伟生前曾说，希望有一天能够

驾驶战机，从我国自己的航母上起
飞。如今，放眼祖国海疆，军旗猎猎，
飞鲨搏空，如英雄所愿。

更多的战友坚守在战位，以各种

方式悼念英雄。
在南部战区海军某电子对抗旅，

首次公布于众的王伟入党志愿书让
不少官兵为之动容。

王伟在志愿书中写道：“我希望加
入党组织，决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
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
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
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写下这条誓言时，王伟只有20
岁。电子对抗旅官兵制作了一条横
幅：“81192，我们一直等你返航。”横
幅上，签满了战友们的名字。

思念英雄的，又何止是亲人和

战友。
杭州市崇贤中学、崇贤第一小学

的学生们在铜像旁立起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牌子。更有不知名的人
士写下20周年祭文：“十四亿，十四
亿，浩浩荡荡十四亿。年年清明，神
州苍生迎你回故里。”一束落款“退役
军人”的鲜花上，写着“海空卫士请返
航。今日海军，如您所愿！”

受一位叫“小巧”的女孩子所托，
同城快递的小哥送来的鲜花上写着

“看看这盛世，山河秀丽，国泰民安。”
小哥认真地把花束摆放好，鞠躬，然
后拍照发给了小巧。“早上刚在网络
上看完了王伟烈士的事迹，就接到了
给烈士献花的派单。”小哥说，烈士牺
牲那一年，他才11岁。

祭扫之后，章原又匆匆返回了上
海的校园。因为服两年兵役并延迟
退伍，他的女朋友已经顺利升入了研
一，而章原还要继续他大二的课程。

如今，每年像章原这样报名参军
的大学生士兵，已经超过了征兵员额
的50%，人民军队的兵员结构大为改
观。“我多么希望能听到王伟能亲口
对我说：我已无法返航，但你需继续
前行！”章原说。 （新华社杭州4月
1日电 记者黎云 孙鲁明）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
——写在“海空卫士”王伟烈士牺牲2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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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正常货币政策的
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吴雨）中国人
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1日表示，我国一
直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又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过度
刺激。目前，我国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正在显现。

近期，美债收益率出现上行，推动美元升值，
部分新兴经济体债务偿付和再融资风险上升，货
币贬值压力加大，金融市场出现一定波动。

对此，孙国峰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人民
币汇率双向浮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前期有所下
降。我国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孙国峰介绍，去年2月至4月，我国采取了较大
力度的应对措施，5月以后货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
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又没有搞

“大水漫灌”式的过度刺激。我国国债收益率水平回
升后一直保持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成为常态，
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去年美联储推出大规模货币刺
激措施，还是未来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
市场的影响都较小。”孙国峰说，下一步，关键是把自
己的事办好，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定力，珍
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同时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
金融形势变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我为主”开
展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保持好宏观政策的领先态势。

此外，近年来人民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
角等热点地区，以及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
推出了一些区域金融改革试验区试点。央行表示，
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统筹抓好区域金融改革试验
区试点，完善区域金融政策体系，积极推动金融支持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