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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印章作废声明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5679502693，因我司“海南建设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和糖尿病医院
建设改造项目（新建综合楼）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海南
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旅文体中心-人才楼精装修改造项
目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不慎遗失。
为维护我司合法权益，我司在此声明：凡遗失的海南建设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自本声明刊登之
日起作废。此后，因上述印章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我司
不予认可。

特此声明！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7日

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经报海口市政府
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旧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M-09-
01地块控规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1年5月7日至2021年
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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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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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
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旧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M-09-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资规详规〔2021〕139号

刊登于2021年4月30日《海南日报》A16版及2021年5月1

日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发布的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

〔2021〕第8号），拟挂牌出让的体育北路南侧地块因挂牌时间变更

终止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7日

关于终止儋州市体育北路南侧地块
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1〕9号

清华大学海南校友会年会通知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10周年暨海南校友会

2021年年会定于5月15日至16日在琼海市博鳌
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举行。请广大校友及时与
校友会秘书处联系报名。

联系人：
叶先生 13519802531
李女士 13807698632

清华大学海南校友会
2021年5月7日

海南澄迈县金江镇安良村石子堆
放点约20000m3鹅卵石公开转让

项目编号：QY202105HN010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转让海南澄迈县金江镇安良村石

子堆放点约20000m3鹅卵石。挂牌价93元/m3（含铲车费），竞
买保证金20万元。公告期为：2021年5月7日至2021年5月19
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10
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5月7日

翡翠湖1#楼、4～12#楼及地下室
分期规划核实公示启事

海口碧桂园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翡翠湖项目，位于海

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梧桐路24号，项目规划建设11栋住宅、1栋商业，

总用地面积为70572.82m2，总建筑面积为222975.51m2。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号为：建字第460100201800135号。现该项目按设计图

纸施工,已完成1#楼、4～12#楼及其相应用地范围内地上部分的道

路、绿化、停车位、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和相应地下室建设。经我公

司研究，本次拟申报翡翠湖项目1#楼、4～12#楼的分期规划核实手

续。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先按程序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2021年5月7日至2021年5月13日）。

2.公示地点：翡翠湖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限内与联系人

电话反馈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2）建设单位联系人：任

先生，13359609377，545695707@qq.com；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龙华分局联系人：骆先生，0898-66768624，zzjlhfjgs@sina.com。

海口碧桂园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5月7日

广州市越秀区十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4HN009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八套房、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两套房。
标的房产均建于80年代末期，钢混结构，无电梯，室内普通装修，
目前空置。标的所处区域属旧城区域，住宅小区众多，公共交通
便捷、生活便利。具体见下表：

公告期：2021年5月7日至2021年5月19日。受让方资格
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
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5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标的名称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101房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102房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201房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202房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301房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302房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401房
达道路 17 号大院
第3号楼402房
中山二路马棚岗3
号602房
中山二路马棚岗3
号102房

建筑面积（m2）

94.33

76.47

100.21

82.14

100.21

82.14

100.21

82.14

126.84

112.62

套内面积（m2）

87.49

70.92

92.95

76.19

92.95

76.19

92.95

76.19

119.77

105.30

挂牌底价(万元)

430.60

349.07

466.73

382.57

471.42

386.41

471.42

386.41

548.63

482.26

保证金（万元）

129

105

140

115

141

116

141

116

165

145

新华社北京 5月 6日电 （记者
白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策划制作的特
别节目《经典里的中国智慧——平

“语”近人（国际版）》（第一季）6日

起上线。节目邀请8位了解中国国
情、在相应领域有所见解的外籍嘉
宾作为“对话者”，与主持人一起，
共同探讨并分享对“平‘语’典故”
的见解。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节
目第一季共9集，聚焦绿色发展、生
态文明、创新、对外开放、抗疫、反
腐、教育扶贫、奋斗、立志等九大话
题，特别聚焦海外年轻受众关心的

“人与自然、以人为本、信守承诺、
奋斗梦想”等关键词，据此选取9个
习近平的讲话原声与用典，通过

“中西对话”的形式，将“平‘语’典
故”置于主持人与外籍嘉宾对话的

场景化设问、中西对话以及情景故
事三个释义层次中，并关联西方相
似典故，从海外受众的角度阐释相
关议题下的中国文化、中国典故和
中国智慧。

《经典里的中国智慧——平“语”近人（国际版）》（第一季）上线

外交部谈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机制下一切活动：

澳方必须承担所有责任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马卓言 董雪）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日说，一段时间以来，澳方不顾
中方严正立场和多次交涉，滥用所谓“国家安全”理
由，对中澳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和既有成果变
本加厉进行限制和打压，严重损害中澳两国互信，破
坏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础，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的、
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当天早些时候宣布，即日起无
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汪文
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汪文斌说，中方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
澳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澳合作本质上是
互利共赢的。同时，相互尊重和良好互信是各国
间开展对话和务实合作的前提。

“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
见，真正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中澳合作，立即回归
理性、纠正错误、改弦更张，停止针对中澳合作的
疯狂打压行径，停止把国家间正常交流政治化、污
名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

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中澳
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安蓓）国家发展改
革委6日宣布，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
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
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
合作所持态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即日起，无限
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
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等4人
因非法集结罪被判监禁4至10个月

据新华社香港5月6日电 香港特区区域法院6
日宣判，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等4人因犯“明知而参
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监禁4至10个月不等。

其中，黄之锋被判囚10个月，岑敖晖被判囚6个
月，袁嘉蔚及梁凯晴各被判囚4个月。这4人涉嫌
2020年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宗非法集结案。

法官判刑时表示，被告明知集会未经批准但
仍然参加，是故意及有预谋、公然犯法，必须判以
阻吓性的刑罚，以反映本案的严重性、以儆效尤，
避免其他人效仿。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圣马力诺执政官文图里尼和尼科利尼就中
圣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圣关系顺利发展，树立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典范。我愿同执政官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双边和国际合

作，让中圣友好代代相传。
文图里尼和尼科利尼在贺电中表示，圣中建交以来，两国人民心心相印、紧密合作，双方始终以诚

相待，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相信，建交周年纪念将为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

习近平同圣马力诺执政官就中圣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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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5月6日晚同土库曼斯坦
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土建交以来，两国
关系创造了多项“第一”，是成色十足
的战略伙伴。中土合作凝聚了两国领
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心血和智慧，值得
双方倍加珍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也是土库曼斯坦独立30

周年，明年还将迎来两国建交30周
年。双方要抓住机遇，全面扩大合作，
赋予两国合作新的生机活力，推动中
土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
发展振兴提供强大助力。

习近平强调，天然气合作是中土
关系互利共赢的鲜明体现。中方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土关系，
愿同土方着眼长远、面向未来，加强

天然气等能源合作，同时大力拓展其
他领域合作，进口更多土库曼斯坦的
优质产品，优化两国贸易结构，深化
互联互通合作，拓展数字、航空航天
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土方分享中
国大市场带来的机遇，实现两国共同
发展繁荣。

习近平指出，中土两国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方面和衷共济、共克时艰，

为全球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
全球疫情形势仍不容乐观，疫苗是抵
御疫情的有效屏障。中方愿继续同土
方开展抗疫特别是疫苗合作，共同维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推动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当前土
中关系全方位深入发展。土方感谢中
方支持土方奉行永久中立政策，赞赏

中方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以及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所作积极努
力。土方高度重视并珍惜同中方的深
厚友谊，愿本着高度信任的精神，同中
方继续相互支持，进一步挖掘潜力，加
强天然气、经贸、跨境运输、医疗卫生
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感
谢中方为土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给予
宝贵帮助，希望同中方加强抗疫合作。

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5月6日晚同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几年，联合国经历了
少有的复杂局面，但多边主义也因此得
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多边主义离不开
联合国，离不开国际法，也离不开各国合
作。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
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
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
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中
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及古特雷斯秘书长
工作，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最重
要的任务仍然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要加强合作，不要搞政治操弄。
大国要作出表率，提供更多公共产
品。中国陆续向80多个发展中国家
提供疫苗援助，向50多个国家出口疫
苗。中方决定向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
际奥委会提供疫苗，并将继续积极支
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为消除

“免疫鸿沟”不断努力。
习近平指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

一件大事。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
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
用的时间。这是中方主动作为，而不是
被动为之。行胜于言。中国将根据实
际可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最大努力
和贡献，愿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尽己所能开展
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
是中国的一贯做法，也是中国肩负的
道义责任。中国提出的很多倡议，特
别是共建“一带一路”，都是基于这样
的考虑。中国人说话算话，言出必行。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
全面胜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
大战略性成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年是新中
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
国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愿同
联合国加强合作，继续推动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古特雷斯祝贺中国共产党迎来百
年华诞、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他表示，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
在摆脱贫困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高度
赞赏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

联合国工作，赞赏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宣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重大
举措，感谢中国为国际抗疫合作特别是
为实现新冠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公平分
配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做出的重
要贡献。我完全赞同各国应基于联合
国宪章和国际法，奉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中国对国际多边体系至关重要。
联合国期待在世界和平与安全、生物多
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发展中
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同中国开
展更加紧密的合作，把联合国同中国的
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
邮政快递业揽投快递包裹量近26亿件。

图为中国邮政集团河北省遵化市分公司的
工作人员将快递包裹装车准备派件。 新华社发

“五一”假期
全国揽投快递包裹近26亿件

新华社北京 5月 6日电 5 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对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和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
央第一书记再次表示祝贺。习近平表
示，古共八大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古
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
部署，对古巴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
义。相信在以迪亚斯-卡内尔第一书记
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古共中央领导下，古

巴党和政府将带领古巴人民团结奋斗，
推动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成
就。习近平请迪亚斯-卡内尔转达对劳
尔·卡斯特罗同志的亲切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古是好朋友、好同
志、好兄弟，共同的理想信念把我们紧
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我同你就新
时期中古关系发展达成许多共识，推
动两国关系得到新发展。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中国实施“十
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局之年，也是菲德
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具有社会

主义性质60周年和古巴持续推进经
济社会模式更新，建设繁荣、可持续社
会主义国家迈出重要步伐的一年。新
形势下，我愿同你加强对中古关系发
展方向的引领，巩固和发展中古友好
关系，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开辟新境
界、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愿同古
共加强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交流
探讨。我们愿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
机，稳步推进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中方将同古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坚定维护世
界和平、公平正义。中方将一如既往

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共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迪亚斯-卡内尔转达了劳尔·卡斯
特罗对习近平的良好祝愿，重点通报古
共八大有关情况，表示古共八大集中讨
论了古巴经济发展、古共党的建设和干
部政策等问题，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
新制定了新的计划和政策，坚定了古巴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迪亚斯-卡内尔高度评价中国共
产党10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特别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取得的巨大成
就，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必将取得更大成
就。迪亚斯-卡内尔感谢中方长期以
来对古巴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包括
对古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及时
帮助，表示古巴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
策，反对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古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用好古中经贸混委会等机制，
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务实合
作，推动两党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