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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迁坟通告
《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中JDWH-01-

C04、JDWH-06-E13、JDZH-02-B03、JDZH-02-B04、JDZH-
02-B06、JDWH-05-G05、JDWH-05-G09、JDWH-05-H03、
JDWH-05-H05地块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
项目用地总面积（含国有土地）为195666.67 平方米（约合293.5
亩）。项目涉及灵山镇美庄村委会用创村民小组，新琼村委会北前
村民小组，新市村委会柯宅、吴宅村民小组，爱群村委会大良村民小
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
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
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黄先生:13976593337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1年5月22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破1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黎永环的申请，于2020年6月11日裁定受
理海南瑞琼鸽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6月30日
指定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为海南瑞琼鸽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海
南瑞琼鸽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7月10日前，向海南
瑞琼鸽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
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三十层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联系人:
陈琼波，联系电话:13307554056、0898-68529238;杜可，联系
电话:13976998132、0898-68522938)。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海南瑞琼鸽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
瑞琼鸽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7月19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5月18日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5月31日上午十时公开拍卖重庆

鑫景特种玻璃有限公司4.6875%的股权（原始出资3,000万元），

参考价2,428万元，竞买保证金80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1、报名及拍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南洋大厦

14层1407号。

2、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

5月30日17:00止。

3、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1年5月30日17:00前到账。

4、拍卖机构联系方式：13876086889（乔先生），办公地址：

0898-68558803。

海南士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安红伟（身份证号码：1402021972****3060）:
史文（身份证号码：1406221973****5215）:

2013年4月28日，您与我司就“怡和园小区B2栋301、401房”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您提出因您个人原因，要求我司暂不
为您办理合同备案及房产证过户等相关手续。

合同签订至今已逾8年，在此期间我司多次通过电话、书面等方
式要求您提供办理合同备案以及房产过户的相关资料，而您均以不
居住在海南、疫情、工作、身体不适等原因推脱。

现我司郑重声明：
1、因您不配合办理合同备案以及房产过户等相关手续而产生

的法律责任及所有费用均由您自行承担。
2、造成我司损害的，我司有权向您主张赔偿。

海南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0日

公告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1年6月11日（周五）下午15:00以现场

会议的形式在海银大厦11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1年5月22日，即截止
2021年5月22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有：《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0年度经营分析及
2021年工作计划报告》、《2020年度财务决算暨2021年财
务预算报告》等。有关本次会议股东出席要求、议案文稿、
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上传至我司公共信息披露邮
箱hnb1061@163.com，股东可联系本行工作人员获取邮
箱密码或会议材料。联系方式：张先生，0898-66516237，
6651607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评审会通过，我局拟按程序对《文昌市
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进行局部优化调整。为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5月22日至2021年6月20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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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2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局部优化调整论证技术报告》公示启事

杨财旺(身份证号码：440902198911214115)尚未履行我局于
2020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海综执
（市场）【2020】11号]，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款6000
元、加处罚款6000元缴至琼海市财政局，账号：9558852201000088
014，开户行：工商银行琼海嘉积支行。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到琼
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特此公告
地址：琼海市豪华路231号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联系人：黎源 联系电话：0898-62830625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5月19日

关于杨财旺催告书的公告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日前，中
央组织部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
按照党中央要求，在“七一”前夕，对获
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
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
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进行走访慰问。

《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高度

重视、加强统筹，会同财政、退役军人事
务等部门和基层党组织扎实组织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使开展走访慰问的过程
成为进一步凝心聚力、振奋精神、推动
工作的过程。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
风，下基层、进家门，向走访慰问对象转
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褒扬他们为党

的事业作出的贡献，同时积极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让慰问对象和党员群众
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通知》强调，要把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与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结合起来，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深入浅出地解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广泛宣传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铸就的伟大精
神，积极宣传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
内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和老党员、老
干部、烈士、因公殉职党员干部等为党
和国家事业作出的贡献，宣传他们的
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
建功立业。

《通知》指出，中央组织部将从代
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安排慰问资金，各
地区各部门（系统）要从本级管理的党
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
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

要求“七一”前夕认真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据新华社5月21日电 5月 2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和
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
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的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
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

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
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白皮书指出，进入新时代，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脱贫
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
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一个崭新的社会
主义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国新办发表
《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
许可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1
日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
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必
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为了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联合
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
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
24日至6月1日召开。据了解，台湾
当局没有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信。
近期，许多国家纷纷致函世卫组织，
支持中国政府不同意中国台湾地区
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不希望今
年大会就涉台问题进行任何讨论。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
国际关系准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
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按照
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联合国大会第
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第25.1
号决议确认了这一根本原则。”他说。

赵立坚说，2016年以前，在海峡
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中
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作
出了特殊安排。但民进党执政以来，
将政治图谋置于台湾地区人民福祉
之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
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
识”，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
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他说，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

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
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
务作出了妥善安排。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中国中央政府已向台湾地区
通报疫情260次，批准台湾地区卫生
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16次，
台湾地区接受世卫组织秘书处疫情
信息通报数次，“所谓‘国际防疫体系
缺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民进党当局无视国际社会聚焦
抗疫合作的普遍愿望、无视台湾地区
人民的生命安全，借疫情大搞政治操
弄，违反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
会第25.1号决议，不惜以干扰大会进
程、破坏国际抗疫合作为代价，执意搞
涉台提案。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在国
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赵立坚说。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
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不能同意台
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中方这一
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理
解。”他说。

赵立坚介绍，截至 5月 20日，
150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
支持中方决定。近80个成员国代
表专门致函世卫组织，表明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
会的立场。

“这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
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充分
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涉
台问题上秉持正义和正确的立场。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美国等少
数国家玩弄各种伎俩，为民进党当局
撑腰打气，鼓噪让台湾参加世卫大
会，他们的图谋绝不会得逞！”他说。

外交部：

为捍卫世卫大会相关决议权威性
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参会

我国建成5G基站
占全球70%以上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
近日从工信部了解到，截至2021年3月底，我国
建成5G基站81.9万个，占全球70%以上。云购
物、云制造、云医疗……在5G网络“加持”下，更
多应用正在不断丰富完善。

通过VR技术仿真模拟施工现场，高度还原施
工环境，中建三局北京公司海淀区建设工程项目让
工程方案交底不再是“纸上谈兵”；5G技术加快直
播应用，拼多多2020年助农直播超240场，覆盖数
百个农产区……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5G应用创
新案例已超9000个，5G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

“5G融合应用具有阶段性，需保持定力分步实
施有序推进。”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为推进独
立组网模式规模化应用，自2021年5月17日起，
新进网5G终端默认开启5G独立组网功能。

银保监会规范保险公司
承办大病保险业务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延霞）银
保监会21日对外发布《保险公司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规范
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业务行为。

《办法》要求经营大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建
立健康保险事业部，并完善了大病保险业务单独
核算的要求。要求保险公司要有长期经营大病保
险业务的安排，按照长期健康保险的经营标准完
善组织架构，健全规章制度，加强人员配备，提升
专业经营和服务水平。

《办法》明确保险公司与政府开展大病保险项
目清算的要求，鼓励按完整协议期进行清算。同
时强化公司主体责任，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内部问
责机制，认真测算价格，理性参与大病保险投标，
做好承办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常务会
议特别强调，要整治公证违规收费
和“门难进、事难办、态度差”等问
题，依法查处公证造假，惩处违法违
规执业行为。

据悉，近年来，司法部在公证法
基础上，不断建章立制完善公证监
管制度。比如，去年10月修正的《公
证程序规则》规定，公证机构应当建
立、健全公证业务管理制度和公证
质量管理制度，对公证员的执业行
为进行监督；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司法行政机
关和行业协会依据相关规定作出行
政处罚和行业惩戒，并在司法部官
网及全国公证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进
行通报、面向社会公示。

此外，司法部还针对公证员队
伍出台一系列规定，加强公证员考
核工作、加强公证行业惩戒工作、健
全完善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衔接机
制等，严格落实公证法向有过错的
公证员个人追偿的规定，规范公证
机构和公证员执业行为。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将研究制
定相关办法、修订相关规则，加强执
业监管监督，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另一方面，将下大力气推动体制
改革、机制创新以激发活力，激发公
证机构和公证员内生动力，双管齐
下、全面提升公证服务质量和人民
群众满意度，提高公证行业公信
力。”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记者
白阳）

监督管理更严了

公证服务优化升级
将给你我带来哪些实惠？

房产过户手续需要委托他人办理、结婚登记前需要进行财产约定、签订合同需要
进一步确认法律效力……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司法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公证员1.3万余人、公证机构
2900余家，为人民群众创业办事提供各类公证服务。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
材料提交、事项办理和强化监管三方面，对优化公证服务作出部署，更好地便企惠民。

在公证材料提交环节，国务院
常务会议明确，要精简公证证明材
料，年底前普遍实行证明材料清单
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

去年底，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
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
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法律
服务、户籍管理、资格考试等与企业
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推
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几年前，四川省泸州市居民张
建的公公去世，留下了一处房产。

然而因为几份证明材料遗失，房屋
继承被卡在了公证环节。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推行后，在公证员深入
了解核实的基础上，张建用签署承
诺书代替提供证明材料，顺利办妥
了房屋过户所需的公证手续。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凡能通
过个人有效证照证明或部门间信息
共享核验的证明材料，不得让当事
人重复提供。对与企业和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较高的公
证证明事项探索实行告知承诺制。

“全面推行公证证明材料清单
管理等制度，既能合理规范证明事
项、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又能防范
公证机构承担为不真实、不合法的
证明事项出具公证书的可能风险。”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司法部正推动与
法院、民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信
息互联互享，推动完善公证与不动
产登记领域信息查询共享机制，为
群众减少证明负担。

证明材料更少了

办个公证得专门回老家办手
续，一次办不完还得来回奔波好几
趟……针对公证办理过程中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了诸多便民改革措施。

比如，推动更多公证事项“全省
通办”，梳理高频公证服务事项实行
全流程在线办理、“一网通办”。为
中小微企业开设公证“绿色通道”，
对扩大融资、资金周转等事项实行

“一对一”服务。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司法部于2017年
启动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试点
改革，并于次年全面推行，要求各
地进一步扩大“最多跑一次”服务
事项范围，大力简化办事环节、优
化办证流程。

目前，微信小程序已上线“全国
公证处地图”，当事人登录手机微信
就能查找公证机构、公证服务信息
公示、在线申办导引、公证服务评价

等。其中，“在线申办导引”将全国
开通在线申办的近1300个公证机
构对外服务链接信息进行汇聚，方
便当事人办理业务。

记者了解到，司法部将全面总
结评估2018年以来放宽公证执业
区域后的实施效果，按照分类推进、
分步实施的原则，制定放宽省级以
下（含省级）公证业务执业区域限制
的指导意见，努力推动更多公证事
项“全省通办”。

便民措施更多了

据新华社昆明5月21日电（记者丁怡全 林
碧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1日21时21
分和48分左右，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分别发生5.6级
和6.4级地震。当地已启动应急预案，漾濞县居民
表示震感明显。另据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22日0时17分，接报2人死亡，10人受伤。

“震感比较强烈，家里的灯和桌上的杯子在明
显晃动。”5.6级地震发生后，漾濞县城居民郭先生
通过电话告诉新华社记者。据了解，当地已组织
相关部门参与抢险工作，受灾情况正在统计中。

据云南省地震局介绍，地震造成大理、保山、
楚雄等地震感强烈，昆明和四川攀枝花等地亦有
明显震感。

地震发生后，云南消防救援总队调集丽江、保
山、楚雄消防救援支队赶赴大理增援。漾濞县消防
救援大队前突分队5车22人已抵达震中开展救
援。目前，消防救援队伍已营救遇险被困群众7人。

云南漾濞发生5.6级和6.4级地震
已致2人死亡

5月21日，云南大理州的救援人员准备赶赴
地震灾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