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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迁址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同意，自2021年4月13日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由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65号迁至新地址办公。新办公地址与通
讯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6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海南省分行

邮编：570110
电话：0898-68541186
传真：0898-68533598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的支持和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二O二一年四月九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分两次对短信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手机短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

优化时间如下：

2021年4月9日0:00－6:00；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九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80号之一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孙萌与被执行人海南子京实业
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7
月1日作出(2020)海仲案字第316号裁决书，裁决书第一项内容
为：海南子京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将海口市国贸路19号城市精英B座B803房(不动产权证号：
HK115480)不动产权办理过户登记至孙萌名下。因被执行人海
南子京实业有限公司拒不履行上述裁决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
按照(2020)海仲案字第316号裁决书的内容将位于海口市国贸路
19号城市精英B座B803房(不动产权证号：HK115480)不动产权
办理过户登记至孙萌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二0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事
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2名，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职数：海报电商业务管理人员2名（渠道开发拓
展和电商平台运营各1名）。

二、岗位职责和具体要求
（一）业务管理（渠道开发拓展）：岗位职责：1、根据销售目标组

织制定渠道开发策略、渠道销售政策；2、制定渠道拓展实施方案，
负责组织完成渠道拓展和目标销售业务指标；3、组织、策划和开展
各项渠道活动，建立和拓展销售渠道，不断开发和挖掘客户，并与
客户建立长期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关系；4、负责各渠道资源的日常
维护、开发及考核，增强渠道对平台的粘性。任职要求：1、本科及以
上学历，35岁以下；2、熟悉电商项目销售模式，2年以上渠道销售
经验，有渠道资源者优先；3、有市场渠道开拓和管理工作经验，有
团队管理工作经验，业绩优秀；4、具有独立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市场感觉敏锐，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组织能力。

（二）业务管理（电商平台运营）：岗位职责：1、电商平台的日常
运营，产品上架及产品陈列的调整，商品价格的调整等日常电商运
营；2、负责产品的线上推广，并根据市场反馈筛选推荐每天的主打

产品，负责团购群的产品推介；3、日常的线上促销活动的运营，效
果评估，节庆促销活动的建议和评估。任职要求：1、本科及以上学
历，年龄30岁以下；2、文字表达能力好，踏实细心，积极主动，善于
沟通；3、会使用Ps等图片处理软件，能独立完成简单的图片处理；
4、有电商运营经验者优先；5、有电商产品拍摄经验，会视频剪辑的
优先。

三、报名方式
（一）请有意向者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com。
报名时请注意明确应聘岗位，并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
获奖证书等相关证书及材料。

（二）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18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体检、审批等程序，择优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
联系电话：0898-66810745（王女士）

0898-66810583（黄女士）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合同约定，以下人员与我院签订的租赁合同均已到期，但

尚欠部分租金未付。因以下人员的联系方式变更，未及时告知我
院，我院无法联系到本人，现公告催收债务。请清单所列债务人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我院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租金的义务。逾期
未交的，我院将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特此公告。联系单位：海
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学城。联系
人：文老师。联系电话：0898-65910923 13707597447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4月9日
附：债务清单：1.张营斌（身份证号：330623***4766），性别：

女，根据2012年2月28日签订的学生食堂老钱面食档口承包经营
合同条款，尚欠 1.4 万元场地租金未交。2. 陈东升（身份证号：
132903***9039），性别：男，根据2012年9月签订的学生食堂喜洋
洋快餐厅档口承包经营合同条款，尚欠1.8万元场地租金未交。3.
符剑波，性别：男 ，根据2008年2月签订的教工食堂承包合同条
款，尚欠10万元场地租金未交。4.海南麦克西蒙商用计算机网络
有限公司，根据2010年签订的铺面承包合同条款，尚欠6万元场地
租金未交。5.程闯（身份证号：140311***1535），性别：男，2008年
签订的西教学楼一楼咖啡厅承包合同条款，尚欠1万元场地租金未
交。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4月16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蓝天路

16号金银岛大酒店6楼第三会议室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佳宝花园第一层、第二层商铺：建筑

面积1407.52㎡；参考价：12100元/㎡；保证金：2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15日下午17时前到我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联系人：林小姐 0898-68551218 18689812120

联系地址：海口市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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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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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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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用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投资强度指
标设定为不低于2000万元/亩，项目投资总额不低于60000万元，项
目建成后年度交易额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年度产值不低于500万元/
亩，年度税收不低于40万元/亩，带动就业不低于1000人。竞得人在
项目建成投产前，不得以转让、出租等任何形式出让土地使用权。该
宗用地应当实施装配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50%。

二、本次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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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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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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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设有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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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9日至2021年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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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9日09时00分至2021年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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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履
约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05月06日12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履约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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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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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04月29日09时00分至2021年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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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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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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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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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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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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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三亚市七届市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精神，现公告《三亚
市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2021年，三亚市计划供应国
有建设用地共110宗、357.92公顷。其中，拟以划拨方式供应38宗、
113.53公顷，占土地供应总面积的31.72%；拟以“招拍挂”及协议方
式出让72宗、244.39公顷，占土地供应总面积的68.28%。上述计划
供地中，住宅用地84.31公顷（市场化商品住房用地共33.47公顷，市
场化租赁住房用地共0.47公顷，安居型商品住房用地共25.65公顷，
其他保障性住宅用地共24.72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的
23.56%；商服用地 137.16 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的
38.32%；工矿仓储用地19.09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的
5.33%；交通运输用地 31.90 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的
8.9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85.46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总量的 23.88%。计划的具体内容可在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
www.landchina.com）及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anya.
gov.cn）上查询。2021年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制定体现了
我市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各项宏观调控及产业发展的
政策要求，全力保障我市2021年重点民生工程、重点基础设施、省市重
点工程项目用地需求，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好坚实基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7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发布《三亚市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公告

同心奔小康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4月8
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全国妇联在京
召开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
央文明委副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为契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大力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广泛弘扬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汇聚亿万家
庭的力量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
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要从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承红色基因、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加
深认识、提高站位，增强推进新时代家

庭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
黄坤明强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要聚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务，大力传承红
色家风，抓好青少年品德教育，深化文
明家庭创建，推动全社会树立新时代

家庭观。要引导党员干部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精神养分，崇德治家、廉洁齐
家、勤俭持家，以醇正的家风涵养清朗
的党风政风社风。要加强组织协调，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形成共建家
庭文明的良好局面。

黄坤明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广泛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王
立彬 申铖）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将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一次在行政法
规中得以明确规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黄
炜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粮食流通是
连接粮食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工作。近
几年我国每年生产粮食超过1.3万亿

斤，其中 70%进入流通环节，超过
9200亿斤。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有
效的粮食流通，就不会有真正的粮食
安全。修订的条例按照党中央“粮食
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
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的最新要求，
在全面总结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做法
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
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承担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
安全的主体责任。同时，对有关职能
部门粮食流通监管职责作出了进一步
明确和细化。

与此同时，条例落实国务院“放
管服”改革要求，取消了粮食收购资
格行政许可，强化了粮食流通事中事
后的监管措施，专门建立起粮食流通
信用监管制度，强化了监督检查的职
责和手段，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粮食流通的有效监管建构起了
新的模式；系统完善了粮食流通各类
主体在政策性粮食管理、粮食流通经
营行为规范、粮食质量安全、粮食节
约和减损等方面的权利义务规范，细
化规定了粮食流通的禁止性行为，补
上了粮食流通管理的制度短板；适应
粮食流通法律治理的新要求，按照放
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法治理念和要
求，通过定额、倍数等不同罚则的设

定，全面强化对粮食流通违法违规行
为的法律责任追究，进一步提升违法
成本、加大处罚力度。

黄炜说，条例健全完善了粮食
流通管理的制度框架，全面充实了
粮食流通管理的制度内容，是对粮
食流通治理经验的全面总结，是对
粮食流通监管政策的全面反映，标
志着粮食流通进入了全面依法治理
的新阶段。

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将自今年4月15日起施行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首次进入我国法规

新华社西宁4月8日电（记者
王浡）初春的柴达木盆地还有丝丝
凉意，村口的几棵红柳已经冒出绿
芽。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红柳村
的广场上，村里的“幸福家宴”即将
开席。

“饭快好了，大家快来吃吧！”
随着村妇联主任铁春梅的一声吆
喝，在广场上三三两两聊天的村民
全都过来围坐一起，有说有笑地吃
起面来。

“今天吃的是臊子面，还有4个
凉菜。大家一起吃就是香！”村民杨

发全端着碗，边吃边说，“肉和菜都
是咱们合作社自己出产的纯天然绿
色食品。”

年近花甲的包天顺说：“我每周
都来吃，平时在家里只吃一碗饭，在
这里能吃两碗呢，和朋友、邻居一起
聊聊天，心情好了，饭量自然就上去
了。”

每周一次，免费品尝。村民自

己动手，合作社提供食材，红柳村的
“幸福家宴”已经连续办了3年多。

“我们村是个2013年才成立的
移民搬迁村，刚搬来时环境脏乱，邻
里陌生，年轻人都想往外跑。这几
年依托党的好政策，我们村成立了
合作社，不仅脱了贫，还逐年增收，
过上了好日子。”红柳村党支部书记
李国善介绍。

村民富起来了，村里却有了新
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
出务工，村里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
童也越来越多，为了能让留守老少
感受到家庭气氛，村里办起了“幸
福家宴”。

“开始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来吃，
算是一桌‘孝老爱亲宴’。到后来，
村民们在饭桌上相互交流，互帮互

助，这桌宴就成了‘邻里互助宴’。”
忙着招呼大家的铁春梅说。

村民李秀山身患残疾，日常生
活不太方便，大伙儿在饭桌上一合
计，轮流去她家帮忙。“乡亲们来我
家帮我干些我干不了的重活，就跟
一家人一样，可亲切了。”李秀山说。

李国善看着大家都吃完了才端
起饭碗。对于“幸福家宴”的未来，
李国善有新的打算，“我们准备把每
周末一次的‘幸福家宴’，扩展到每
天的中午和晚上，让全村上学的学
生和6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都能吃
上热乎乎的饭菜。”

红柳村的“幸福家宴”

外交部回应美涉台不当言论：

“恐吓”“胁迫”的帽子
扣不到中国头上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温馨 董雪）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近日诬称中国在台海地
区搞所谓“恐吓”“胁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
头上。中国从来无意恐吓谁，但谁的恐吓也不怕；
中国也不想胁迫谁，但谁的胁迫也没用。

赵立坚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
的基本事实。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
础，也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明确向中方
作出的承诺，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美舰近来多次
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威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在全球范围内，到底是谁在搞恐吓和胁迫？
美国哪里满足于恐吓和胁迫？”赵立坚说，美国近
250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在全球拥有
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军费连年排名世界第一，
达全球军费总开支的约40%。有报道称，冷战后
的30年里，美国参与的战争和军事干预多达228
起。美方还动辄挥舞制裁大棒，对其他主权国家
实施单边非法制裁。

他强调，中方有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充分认识台湾问
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不要采取“越线”“玩火”的危险做
法，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
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自身利益和台海
和平稳定。

4月8日拍摄的2021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
会园区（无人机照片）。

当日，2021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江苏扬
州仪征市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绿色城市，健康生
活”为主题，汇聚世界多国园艺设计精品，开放60
多个各具特色的庭园，展示园林艺术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2021年
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