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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我司将于2021年8月24日下午3:30以现场与视频相结
合的形式在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召
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1年8月4日，
即截至2021年8月4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0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2020年度经营分析报告暨2021年度工作计
划》、《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2020年
度股金红利分配议案》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
文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21年8月4日上传至我行公
共信息披露邮箱：hnb365@126.com，密码：syns0529，股东也可联系
我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孙婧、刘霞红；联系电话：0898-88233811。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海南国神华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富地国际项目位于长流起步区
2403地块，于2014年8月取得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对主塔
楼局部层高、立面和屋面设置进行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
年8月4日至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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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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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
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
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富地国际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75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
1、海口市琼山中学后门3号商铺；2、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2号银
海苑一层铺面；3、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1和102号铺面整体；
4、海口市大同一横路老干部活动中心主楼第四层；5、海口市华海路
19号侨盛花园A幢301、401及501号商业用房；6、海口市美兰区和
平南路民防小区6间商铺。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
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
告期：2021年8月4日至2021年8月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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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38吴先生、
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
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8月4日

海南汇鑫源置业有限公司拟建的融创桃源大观1#地一期南、北
地块项目位于新大洲大道南侧,项目南地块已于2019年11月批建3
栋住宅，并已于2020年1月经公示无异议后进行变更，批建总建筑
面积32612.08m2，地上建筑面积6889m2，项目北地块已于2019年
11月批建4栋住宅楼，批建总建筑面积48187.42m2，现依据建设单
位申请，对项目设计方案进行以下变更：一、项目部分经济指标调
整。二、总平面图调整用地界线、广场布局、非机动车停车位等。
三、南地块地下室设备用房微调，预留二期项目地下室通道；北地块
3#楼地下室增加泳池设备用房、调整水泵房。四、建筑单体调整局
部管井、门窗，二层走廊南侧中空部分调整为不上人屋面。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4日至8月1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ukou.gov.cn)；建设项目
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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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海
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
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融创桃源大观1#地一期南、北地块项目

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市餐厨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chengmai.hainan.gov.
cn/chengmai/0400/202108/312eafc712604f29b7b47a8cf9783436.sht
ml。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海南澄迈神州车用沼气有限公司。二、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 征求以扩建项目厂区边界外3km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
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
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
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海南澄迈神州车用沼气有
限公司；邮箱：Szcyzqwuhaihua@163.com；通讯地址：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富音南路1.4km处东侧；电话：0898-31633365（转817）。五、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2021.8.2~2021.8.13。

海口市餐厨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海南百洋水产品加工厂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东
路镇约亭工业园区内，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证载用途均为工业，总
用地面积为45363平方米（折合68.04亩），建设单位为海南百洋水
产食品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已经专家会及文昌市国土
空间规划委员会国土空间规划组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文昌
市东路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项目总建筑面积46034.02平方
米，建筑占地面积27100.14平方米，容积率1.127，建筑密度59.7%，
绿地率4%，建筑层数8层（23.85米），停车位74个。以上规划指标
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相关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21年8
月4日至8月18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人民政府网、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
区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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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南百洋水产
品加工厂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前公示

公告
尊敬的电信视频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8月5日

00:00-06:00对视频彩铃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升级期间影

响视频彩铃播放，但不影响通话功能。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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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4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10804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8月11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单位：元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1100 4504 104 803，竞买保证金
以2021年8月10日下午5时前到账为准。产权过户税、费全部由买
受人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8月10日下午5
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8月10日下午5时前与我公司咨询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
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电话：0898-68598868，13519892888。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标的（资产）名称
澄迈县金江镇润城岭秀金江7号楼

1108房62.27平方米
江铃牌JX1034TSE5轻型普通货车

（2.4T手动型）
东风日产牌DFL6461VAL2小型普

通客车（2.0L排量）
山宇重工ZL932轮式装载机

中兴牌CC1031PA4J轻型普通货车
（2.0L 排量）,浪琴手表 1 块，黄金

戒指1个，手机14部，测量仪1部

参考价

300000.00

42624.00

48160.00

12720.00

3407.00

406911.00

竞买保证金

70000.00

15000.00

20000.00

5000.00

1000.00

111000.00

拿证只需几个月 收费动辄几千元
——揭秘心理咨询业乱象

“你这是抑郁症，很严重。”和男友分手后情绪不佳的小夏在线上平台进
行心理咨询，花费近万元后小夏反而越来越颓废。对自己有抑郁症的说法，
小夏难以接受。

近年来，心理咨询行业迅速发展。根据企查查的数据，我国经营范围含
心理咨询的企业已达12万家。“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心理咨询机构
收费很高，但咨询师水平良莠不齐，有些是几个月简单培训拿证“速成”的。

小夏发现，正式服务前咨询师的
态度体贴、细致。“她说，什么都可以
倾诉，会帮我解决困扰，梳理情感现
状，定制解决方案。”但付费之后，咨
询师好像变成另一个人。

“每次上来就推销，让我升级套
餐、购买课程。”小夏被忽悠着先后购
买了塔罗牌占卜、情感挽回课程，花
费近万元。

但一番折腾下来，小夏反而越来
越消沉。咨询师只顾推销，提供的帮
助非常有限，而且不断贬低甚至指责
小夏。当小夏提出要终止服务后，咨
询师发来语音说小夏得了抑郁症。

也曾在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
的小宇告诉记者，咨询师批评他“情
商低”“不懂沟通”“情绪管理能力差”
等，不断打压。

业内人士表示，上述行为都属于
不专业的心理咨询。专业心理咨询
师不会夸下海口或保证达到某种效
果，更不会用言语贬低、打击来访者。

事实上，按照精神卫生法，心理
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
神障碍的诊断、治疗。一位临床心理
科医生说：“首先应该尊重、理解来访
者的感受。”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心理咨
询”为关键词的投诉达2000多条。
记者梳理发现，很多投诉都是针对一
些心理咨询机构提供的“情感挽回”
服务。这类服务宣称能“挽回恋情”

“百分百复合”，动辄收费几千元甚至
上万元。

在记者加入的一个维权群中，几
十名维权者分别从山东缘梦人心理

咨询有限公司、山东爱倍心理咨询有
限公司、武汉耳话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等机构购买了该类服务。

维权者均表示，这些机构的咨询
师先是夸大挽回效果、做出虚假承
诺，在具体操作阶段，再以各种方式
诱导消费。

为挽回恋情，小浩找了一家心理
咨询机构。咨询师推荐他花5000元
购买课程，学习如何提高与异性交往
的质量。“内容毫无含金量，给的材料
非常老套，没有任何帮助。”小浩非常
失望。

业内人士表示，有些咨询师简单
粗暴地把咨询者的问题归于心情不
好、钻牛角尖或者抑郁症等，还有一
些平台重点是销售、盈利，不关心如
何真正为来访者解决问题。

上来就推销，动辄收费几千元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
2025年）》（以下简称《计划》），就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
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
需求作出部署。

《计划》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
强领导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
入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逐步增多，人
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

高涨，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迈出
新步伐。“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全
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展示

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与
多元功能。

《计划》明确，到 2025 年，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
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
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
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比例达到 38.5%，县（市、区）、乡镇
（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
身设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实现
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 2.16 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
模达到5万亿元。

《计划》提出了8个方面的主要任
务，包括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
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激发体育社会
组织活力、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
展、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全
民健身融合发展、营造全民健身社会
氛围等。《计划》还围绕目标任务的完
成，从加强组织领导、壮大全民健身人

才队伍、加强全民健身安全保障、提供
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保
障措施。

《计划》要求，加强党对全民健身
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各级人民政府
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作用，推动完
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将全民健身事业纳
入本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出台
本地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提出了8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议员散布新冠
病毒溯源虚假信息答记者问

出于政治私利污蔑抹黑中方
毫无道德底线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3日就
美国议员散布新冠病毒溯源虚假信息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麦考尔发布报告称，有充分证据
表明新冠病毒于2019年9月前从武汉病毒研究
所泄漏。该研究所在中美政府资助、美专家指导
下，开展病毒增益研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有关报告完全基于编造的谎言和
歪曲的事实，拿不出任何证据，毫无可信度与科学
性可言。美方有关议员的行径纯粹是出于政治私
利而污蔑抹黑中方，对他们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
卑劣行径，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发言人说，今年2月，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
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实地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
所，同研究所的科学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科学交
流。专家组成员对研究所的开放与透明给予了积
极评价。“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是中国—世卫组
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

发言人说，如果这些美国的议员先生们哪怕
有一丁点对美国人民的责任感，就应该让美国政
府尽快公布2019年弗吉尼亚州不明原因呼吸系
统疾病、威斯康星州和马里兰州暴发的大规模“电
子烟疾病”以及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的患
病病例数据，允许国际社会彻查德特里克堡和美
国在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发言人说，至于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美国
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验方，议员先
生们大可以在自己国内查一查相关研究有没有、
会不会演变出新冠病毒。

“总之，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把精
力放在抗击疫情、拯救生命上，停止借疫情搞政治
操弄、甩锅推责的把戏。”发言人说。

国家财政部聘任40位
香港会计咨询专家

据新华社香港8月3日电（记者刘明洋）“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受聘仪
式”3日在香港举行。40位香港会计专业人士获
聘担任国家财政部第二届香港会计咨询专家，任
期5年，以充分发挥香港会计专业人士在促进内
地与香港会计改革发展中的智库作用。

国家财政部在北京会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宣
读了聘任通知，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在香港
会场向获聘的香港会计专家颁发聘书。国家财政
部曾在2016年聘任39名香港会计专业人士担任
第一届香港会计咨询专家。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通过视频连线致辞
表示，第一届香港会计咨询专家的工作卓有成效，
充分发挥了专家智库的作用。希望此次获聘的专
家发挥好建言献策、行业引领和沟通协调作用，深
化香港与内地会计交流合作，深入参与各项改革，
共同谱写香港与内地会计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谭铁牛在受聘仪式上致辞表示，会计在香港
与内地经济融合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桥梁纽带作
用。希望受聘专家认真履职尽责，团结业界同仁，
全力引领示范，为国家会计改革发展和香港与内
地会计交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带领业界积极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

双曲线一号第3发民营
商业运载火箭飞行试验
未达到预期目的

新华社酒泉8月3日电 8月3日15时39分，
双曲线一号第3发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飞行异常，卫星分离
后未正常入轨，飞行试验未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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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心理咨询已成为社交平台
上的热门话题，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
高达2.9亿。

在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副教授钟杰等专家看来，与快速增长
的需求相比，我国心理咨询从业人员
的素质堪忧，很多从业者不具备病理、
心理、生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和
专业技能。

南宁市心翔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咨
询师林晓义表示，只经过简单培训，
无法成为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无法提
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如果确有心理
问题，不专业的咨询不但起不了任何
作用，还可能会耽误来访者接受正规
治疗。

“心理咨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
业。一名合格心理咨询师的系统培养
过程和医学临床专业硕士类似，一般
本硕期间要学习30多门专业课程，并
需要接受 250 小时临床心理实践和
200小时专业督导训练。在此基础上，
还要终身接受继续教育和伦理监管。”
钟杰说。

钟杰表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心理

咨询专业人员准入、职业培训、执业资
质、从业伦理规范等均有立法确认，专
业服务机构的管理、行业管理也有具
体的规定或标准。“我国在这几个方面
尚无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也缺乏行
业协会的管理。专业服务因缺乏统一
的标准和监管，可能造成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

2021年3月，国家卫健委发布通
知，正式设立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防治中心，其主要职责包括推动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专业人才培养，
建立师资队伍，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
训等。

多位专家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建立健全全国心理服务专业
机构与专业人员的管理机制，制定并
执行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准入、专业培
养、职业伦理监管等标准，以促进行业
的健康发展。

专家提示，大家在选择心理咨询
机构和心理咨询培训项目时，需要谨
慎甄别，避免上当受骗。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记者宋
佳 农冠斌 韩佳诺）

不少维权者表示，一些咨询师声
称具有相关专业证书，但始终不肯出
示。经反复追问后发现，他们的证书
是通过培训机构“速成”拿到的。

目前市场上很多培训机构宣传
心理咨询师证书，声称证书受“国家
认可”“等同于从业资质”，并且“零门
槛”“高收入”“拿证即就业”。

但记者了解到，2017年人社部
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后，已
经没有由政府主导的统一的心理咨
询师资格考试。培训机构宣传的这
些证书，发证机构包括各类心理协
会、商会、教育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
指导中心等。

多家培训机构称，报考条件一般

只需满足“专科以上学历，年龄在18
岁至65岁之间”，收费从几千元至几
万元不等。一家培训机构的销售人
员称，很多学员都是零基础，无心理
学专业背景。

培训机构超职教育的销售人
员介绍，培训主要在线上进行，学
员登录后，系统自动计算学习时
间，学满课时数就能参加考试。“拿
证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最长不超
过半年，快的一个月就行。”还有人

“支招”，“如果着急，就全天挂着，
听不听课无所谓。”

销售人员称，考试大多是选择
题，考前会押题，押中率在 85%以
上。“考试是自己组织的，不用担心，

一般一次就能过，实在不行还可以找
人代考。”

拿证真的就可以就业？培训机
构赛优教育的销售人员表示，“会推
荐小鹿情感、松果倾诉等一些线上平
台的兼职机会，证书也可以用来开办
个人心理咨询室。”

培训机构提供的多张截图显示，
一些“速成”拿证者已经进驻线上平
台或心理咨询室。一位咨询师告诉
记者，他最近才报名了某机构的心理
咨询师培训。“我现在可以给你做心
理咨询，没问题的，我考了证还没下
证而已，不违反平台规定。”记者看
到，他从2017年入驻平台，已经累计
为90多人提供服务。

几个月就能拿到证，听不听课都行

警惕：不专业咨询不起作用，还耽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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