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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2021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

补报名即将开始
根据《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税务师职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2021年
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1〕4号），2021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
报名时间从2021年7月26日9:00至8月6日24:00，请广大报
名人员仔细阅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官网发布的公告文件（中
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公告〔2021〕第11号），做好报名工作，同时
也请广大报名人员关注中税协微信公众号、考试报名系统、中
税协考试服务百度小程序等平台，及时知悉有关考试信息。

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
2021年7月12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7月27日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上举行涉黑罚没房产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类型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车位

房产

名称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三亚金水湾7#楼2102房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三亚金水湾7#楼2101房

海口市滨江西琼珠生态度假村政协会议中心海南北区（现更名为珈宝别院）35#房产

海口市府城建国路7号省印刷公司宿舍B栋604房

海口市金盘路大地豪庭金锦阁（3#楼）15楼1503A室

海口市金盘路大地豪庭车库地下室-1楼297号

海口市海甸岛二路水岸阳光B座E栋E2-2-2铺面

评估价（元）

3457625

3527275

15882955

1118759

2868323

156330

10386517

保留价（元）

2212880

2257456

10165091.20

716005.76

1835726.72

100051.2

6647370.88

保证金（元）

420000

430000

2000000

150000

400000

20000

1700000

二、有意竞买者，须于2021年7月26日17 时前缴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在中拍平台帮助中心详读竞拍流程等资料按要求进行注册、报名参
拍（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南分行金贸支行；账号：2201020909200138473）。三、展示时间、地点、要求：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7月26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四、拍卖方式及税费承担：中拍平台网上竞价；上述标的均以现状拍卖，过户
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物业费、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五、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
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咨询报名通道二：
18876032559；咨询报名通道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拍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
直接点击中拍平台首页置顶图片“海南涉黑罚没财产拍卖会”进入查看。

受委托，定于2021年7月21日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上举行罚没资产（动产）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拍卖标的：1、车辆（保证金5万元/辆，20万元通拍）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手机18部、足金项链2条、梅花牌手表1块、戒指1个、花梨木手串1只（保证金项链8000元/条;其他单个标的500元，3000元通拍）。
二、报名条件、时间、手续：有意竞买者，须于2021年7月21日9时前缴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在中拍平台帮助中心详读竞拍流程等资料按要求
进行注册、报名参拍（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南分行金贸支行；账号：2201020909200138473）。三、展示时
间、地点、要求：本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7月20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四、税费承担：本次拍卖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买受
人须承担标的过户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和税费（包括违章罚款）。拍卖车辆均为海南车牌，附带海南省增量指标，如买受人需在海南省登记过
户的，符合海南省增量指标申请条件即可。五、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
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咨询报名通道二：18876032559；咨询报
名通道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拍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点击中拍平台
首页置顶图片“海南涉黑罚没财产拍卖会”进入查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车辆牌号
琼AZV689
琼AAM689
琼AVS377
琼AMP689
琼A506N3
琼A689AL
琼A77L73
琼A881AA

车辆名称及规格型号
梅赛德斯-奔驰牌汽车
途威牌(WVG)汽车
捷豹牌(SAJ)汽车
奥迪牌(Q7)汽车
大通牌(SH)汽车

梅赛德斯-奔驰牌汽车
宝马WBAXW110

金牛座CAF7202A51

单位
辆
辆
辆
辆
辆
辆
辆
辆

数量
1
1
1
1
1
1
1
1

评估价格（元）
277100
153100
251100
283200
86200
633000

246414.00
142633.00

保留价（元）
177344
97984
160704
181248
55168
405120

197131.20
114106.40

竞买保证金（元）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0722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 10:00 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下列车辆：

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7月20日16:00（到账为准）截止缴
纳；7月19日至20日在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农信楼B1停车场举
行预展。按现状、净价拍卖。参与竞买需取得“小客车指标”，不含
原车辆号牌。

车辆详情及竞拍流程请关注我司微信公众号“海南通宝拍卖”
查询。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电话：66723114 13036099114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号牌号码
琼AM3561
琼AKR998
琼AJ3662
琼A60738
琼A60183
琼AM0897
琼EL7629
琼A60681

品牌型号
别克牌SGM6515ATA
别克牌SGM7240ATA
别克牌SGM6515GL8
丰田牌GTM7200E
丰田牌GTM7240G
丰田牌GTM7240G
丰田牌GTM7240G
丰田牌TV7250S4SP

注册日期
2009.06
2009.02
2008.02
2008.04
2007.12
2008.10
2008.05
2008.04

参考价（万）
1.55
2.2
1.1
2.6
2.25
1.85
2.35
3.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20分 印完：3时58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7月 11日入伏。入伏后，我们
将迎来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最潮湿闷
热的日子。在持续40天的伏期里，
高温、高热、高湿的“桑拿天”将频繁
出现。今年伏期天气气候怎么样？
和往年相比有何特点？

国家气候中心针对今年盛夏全
国气候趋势预测的会商显示，盛夏全
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
偏高，新疆大部、黄淮、江淮、江汉、江
南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将
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
高压共同作用影响，今年伏期我国受
高温影响的区域更为显著。”国家气
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说，“近期，
伴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第二次
北跳，梅雨结束，受副高控制的黄淮、
江淮、江南等区域将出现高温天气。”

与伏天同时“上场”的还有强降

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1日至13
日，黄淮北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南
部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其
中，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
中南部沿山一带和东北部、山西东部
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沿太行山东
麓局地有特大暴雨。

“随着盛夏台风活动加强，华东沿
海、华南南部等地降水将有所增多。”陈
丽娟表示，预计盛夏时段，我国将呈现南
北两条多雨带布局，以北方雨带为主。

进入伏期，酷暑难耐。专家提
示，伏天既要防高温中暑，更要科学
防“寒”。切忌贪凉洗冷水澡、长时间
吹空调等；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少寒
凉，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同时，汛期
降水增多，公众应密切关注当地临近
天气预报，降低强对流天气等对人身
安全、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黄垚）

伏期警惕高温还要防范强降雨

7月11日，在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
建设现场，中铁十一局工人协同“昆仑号”千吨级
运架一体机架设该线路最后一孔40米箱梁。

当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昆仑号”千吨级运架
一体机在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
跨海大桥建设现场，圆满完成最后一孔40米高铁
箱梁架梁任务。

“昆仑号”是目前世界唯一的千吨级运架一体
机，自2020年首次在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
大桥建设现场亮相以来，共架设40米高铁箱梁
298孔。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昆仑号”完成首条高铁架梁任务

上海复星医药与台湾企业
签署疫苗销售协议

据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 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该公司所属
复星实业与台积电、鸿海及永龄基金会日前已签订
mRNA新冠疫苗的销售协议。根据协议，复星实
业将向上述采购方销售共计1000万剂该款疫苗。

上海复星医药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依照协议
及正常商业规则向台湾地区供应疫苗，期待以此
帮助台湾同胞加强疫情防控，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2020年 3月，上海复星医药与德国BioN-
Tech公司签订协议，参与mRNA新冠疫苗研发并
拥有该疫苗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
权益。今年1月，该疫苗获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紧
急使用。今年2月，该疫苗获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
局批准特许进口，并用于澳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今年5月以来，台湾地区新冠疫情暴发，一
些县市、企业和民间机构提出希望向上海复星医
药采购BNT疫苗。复星医药负责人当时明确表
示，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为岛内疫情防
控发挥积极作用。但民进党当局迟至6月下旬
才勉强同意台积电、鸿海及永龄基金会向复星医
药集团洽购。

■ 人民日报评论员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情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强调“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
大团结”。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
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
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特别是近
代以后，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
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英勇奋斗，浴血奋战，打败了一
切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捍卫了民族独
立和自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卫
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一百年
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
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
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
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了壮丽
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百
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
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
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
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
力量。”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是中
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
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
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回望百
年奋斗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团结统
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
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
心同德，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
帜，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全国各
族人民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儿女团
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共同书
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
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
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
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
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要巩固全
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
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
团结，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
稳定，凝聚起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
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
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中国人
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不
可阻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
史脚步不可阻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奋进新时代、书写中华
文明新的辉煌篇章的伟大时代！中国
人民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的每一分
子，都应该为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
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在同心共筑中
国梦、携手奋进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继续团结一心、
艰苦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进，我们就一
定能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
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新征程上，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刘
夏村）记者1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国家防总根据
《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于11日17时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
应，增派3个工作组分赴山西、河北、

北京等地协助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
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华
北、黄淮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等
地有大到暴雨，山西东部、北京西部和
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中南部沿

山一带，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
暴雨，太行山东麓局地特大暴雨。据
水利部门通报，受强降雨影响，四川渠
江上游干流及支流、陕西汉江支流、甘
肃疏勒河支流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
超警以上洪水。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水利
部11日召开会商会强调，11日至12
日海河流域预计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
过程。受其影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
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相关各地须
将防御措施落到实处。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11日，海

河流域大部、黄河潼关以下流域等地
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西部南部、山
西东部、河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
有大暴雨；12日，海河流域北部及辽
宁西部、山东中部北部等地将有大到
暴雨，其中北京大部、河北东北部等地
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水利部要求相关各地将防御措施
落到实处，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汛情
发展变化，确保蓄滞洪区能够安全正
常启用。目前，水利部维持Ⅳ级应急
响应，有6个工作组在北京、河北、四
川、重庆、江苏、黑龙江等地指导协助
地方开展防汛工作。

水利部：

海河流域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