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杨千懿 检校：李彪 陈旭辉A10 综合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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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于2021年8月10日

02:00－06：00对中国电信保亭分公司线路网络进行割接优

化。届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地区、新星农场５区部

区域业务使用将受短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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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分公司

2021年8月10日

声明书

公证书

声明人：欧千千，男，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60****239。

关系人：麦江雨，女，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公民身份号
码：460****869。

声明如下：
本人于2021年7月04日委托麦江雨办理选房等相关事项：一、办

理领取过渡安置费及其他补助费用的有关手续；二、办理选定安置房房
号的有关手续；三、办理缴纳与上述安置房有关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房屋差价款)；四、办理收房、验房的有关手续；五、办理上述安置房屋的
水、电、天然气、电视、电话、网络及物业的开户手续；六、办理产权登记
的有关手续，办理并领取产权证。上述委托行为办理了公证[(2020)琼
南海证字第3278号]。现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
十三条之规定，取消上述委托，受托人麦江雨的委托代理权限即日起终
止。

本人声明以上所说完全属实，如有不实，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相
关法律责任。

声明人:欧千千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2021)深证字第82616号

申请人：欧千千，男，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日出生，公民身份号
码：460****239

公证事项：声明
兹证明欧千千于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

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声明书》上签名、捺指印，并表示知悉声明的法
律意义和法律后果。欧千千的声明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
公证员：李燕灵

二○二一年八月五日

根据2021年8月9日股东会决议，海南蕉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存继的形式分立，海南蕉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为存继公司，分立后注册资本为2100万元，新设立海南腾鑫
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900万元。分立后两家公司的股
东和投资比例保持不变。分立前公司的利润，债权、资产按分立协
议划分，债务由存继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45天内，本公司债权人可以向本公司主张清
偿债务戓在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分立后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作风，电话：13876055595。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号裙房第三层4号房

海南蕉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0日

分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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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D08、D11-6（原D11-2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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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至2021年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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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关于《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D08、D11-6（原D11-2局部）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荣华世家商住楼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仁里村。
建设单位结合施工图审，优化设计方案。本次调整不涉及各项指标
的变化。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10日至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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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10日

海口·荣华世家商住楼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灵桂干渠迁改工程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

范围内，项目征用集体土地面积为23346.04平方米（约合

35.02亩）。项目涉及灵山镇灵山村委会扶儒、尚贤村民小

组，红丰村委儒杨、多吕、儒郑、本存、儒堂村民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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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咨询灵山镇林先生:13118905545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1年8月10日

迁坟通告
灵东干渠迁改工程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

范围内，项目征用集体土地面积为17621.88平方米（约合

26.43亩）。项目涉及灵山镇灵山村委会琼庄一、琼庄二、琼

庄三、琼庄四、琼庄五、琼庄六、琼庄七、琼庄八、民联一、民联

二、民联三、扶儒、尚贤、大统下、大统上、扶阳村民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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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咨询灵山镇林先生:13118905545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1年8月10日

迁坟通告

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土地使用权：

法院裁定抵债给委托方的登记在海南生园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白沙县元门乡，证号为白国用(1998)字第 5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面积 4950 亩中的 4373亩土地使用权，该权属来源于海南省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2000)海中法执字第240、241、244 号《民事裁定书》。

标的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8月16日止。

拍卖方式：本场拍卖会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按照整体、现状、净价

方式公开拍卖，拍卖标的设立有拍卖保留价。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标的过户的税、费由买

受人承担；3.标的原所欠各项税费、管理费、滞纳金、各种补偿费、土

地出让金、土地闲置费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4.标的清场由买受人自

行负责并承担费用；5.标的系经法院裁定抵债方式取得的资产，可能

存在法院查封或裁定书未送达或土地过户于他人、产权纠纷、不能过

户、被他人占用、被无偿收回、成交后塌陷、面积差异等风险。竞买人

办理竞买手续均视为对拍卖标的物现状、瑕疵及数量不足、无法办理

产权变更登记、法院查封或裁定书未送达、抵债土地过户他人、产权

纠纷、不能过户、被他人占用、被无偿收回、成交后塌陷、面积差异等

风险已经充分知悉并认可，拍卖成交后，由于上述风险等原因造成的

损失，全部归买受人自行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年8月16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00 万元，以到账为准，逾期将不予

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北路金融花园 A 栋 201 拍卖大厅

拍卖方电话：0898-68589161

委托方电话：0898-66221263 信息发至：18976553182
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0日

经核实，在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红林路北侧演东

村委会后山村民小组集体土地上有业主建设九栋别墅和一

处游泳池，用地面积6.27亩。四至为：东至门桥村民小组；

西至王学芳、王波王云琼地；南至红林公路边地；北至芳兰

村民小组地。由于上述业主建设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已构成非法占地行为，请业主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36号（原美兰法院）603室接受我

局的调查，逾期按无主处理。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1年8月10日

公告
黄健、林俊、王晓颜、刘春梅：

经调查，你四人于2009年7月15日与何辉坤等人签订

《土地转让协议书》，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国税局旁边

的一块土地转让给何辉坤等人建房所用。四至为：东至门桥

村民小组；西至王学芳、王波、王云琼地；南至红林公路边地；

北至芳兰村民小组地，面积5.13亩。你四人的上述行为涉

嫌非法买卖集体土地，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海口市

美兰区青年路36号（原美兰法院）603室接受我局的调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1年8月10日

公告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
奥运健儿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黄玥）为表
彰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9日作出决定，授予中国女子乒乓球队、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2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授予杨倩、侯志慧、孙一文、王涵、李
发彬、谌利军、姜冉馨、陈芋汐、张家齐、杨皓然、
陈云霞、张灵、吕扬、崔晓桐、王宗源、谢思埸、张
雨霏、杨浚瑄、汤慕涵、李冰洁、陈梦、汪顺、朱雪
莹、王懿律、黄东萍、卢云秀、巩立姣、陈雨菲、汪
周雨、刘洋、张常鸿、鲍珊菊、李雯雯、邹敬园、管
晨辰、全红婵、刘诗颖、徐诗晓、孙梦雅等39名青
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庞伟、施廷懋、
石智勇、马龙、吕小军、钟天使、曹缘等7名冠军运
动员此前已获此奖章，不再重复授予。

这是8月9日拍摄的天塔灯光秀现场。
当晚，天津市地标建筑天塔被点亮，致敬刚刚

结束东京奥运会之旅的中国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天塔点亮夜空 致敬奥运健儿

云南北移象群逛吃1300多公里
逾15万人次疏散

象群通过老213国道元江桥（无人机照片，8
月8日摄）。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自今年4月离开传统栖息
地，一路逛吃到昆明后南返，于8月8日晚跨越最
大障碍元江干流，总共走了多远？云南省林草局
局长万勇说，北移亚洲象群迁移110多天，迂回行
进1300多公里。为确保人象安全，沿途疏散转
移群众15万多人次。 新华社发

大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
踏上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推动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作
用更加关键。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创造性、引领性推动改革向纵深
挺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以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经济呈现新气象

上海，川杨河畔，张江科学会堂正
在加紧建设。这一建筑将于2021年
底竣工、2022年启动压力测试，届时
为张江增添“科创新主场”。

张江的加速转变得益于不久前发
布的一份文件。

7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公布。从加快科技创新，到加大金融
开放力度，从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到
提供更多高水平制度创新成果，“开路
先锋”浦东被赋予一系列改革开放新
的重大任务。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
况、新问题，这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
要求。

瞄准问题，以深化改革推动高水
平自立自强——

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被置于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今年4月份，坚持了20年自主研
发的龙芯中科，正式推出“龙芯”自主
指令系统架构，这是国产芯片迈向自
主可控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

“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漂亮
也经不起风雨，甚至不堪一击。”龙芯
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戈
说，“发展核心技术要撸起袖子加油
干，也要耐着性子坚持干。”

瞄准“卡脖子”难题，努力突破产
业瓶颈，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开展
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十四五”开局
之年，一系列创新改革“组合拳”，催生

“化学反应”，向着科技自立自强不断
迈进。

统筹全局，以深化改革促进全面
协调发展——

武汉临空港经开区，航达航空科

技产业园，巨大的起落架大修厂内一
片忙碌。

这里一年可实现200副、共600
个起落架的维修任务，客户涉及波音、
空客、庞巴迪、巴航工业以及中国商飞
的各类机型。

不久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发布，其中一条便是鼓励武汉、南昌、合
肥、太原等地建设临空经济区，武汉临
空港经开区因此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建立
东北振兴省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
制；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
扩张……改革推向纵深，不同地区、行
业、企业间发展更加有序、协调。

点面结合，以深化改革加快全面
绿色转型——

“比起以前，现在江里的水清了，
鱼多了，还能看见江豚。”湖北宜昌宜
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64岁的渔民刘
泽维说。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其
中1/3以上任务在湖北。水清鱼跃，
正是得益于“禁渔”这一国家大计。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制定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我国以更大改革力度，推动绿色发展
迈上新台阶。

瞄准高质量发展，着眼畅通经济
循环，今年以来，一系列重磅改革举措
扎实推进。

今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建设
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为未来5
年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规划了“作战
图”，一系列部署加快破除妨碍生产要
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
机制障碍。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深入实施，注册制改
革稳步推进，常态化退市机制进一步
完善，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平竞
争制度，一个个改革为加快要素自由
流动奠定基础。

“将改革推向纵深，将推动我国经
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塑造更有影响
力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以改革促进更高水平
开放，双循环加速推进

海南自贸港，中国的开放窗口，又
迎来新的建设热潮。

7月上旬，这里集中开工129个
建设项目，总投资381亿元，涵盖了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
服务等领域。

“项目仅用3个月时间就办理完
各种手续顺利开工，让我们体会到海
南自贸港良好的营商环境。”华熙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燕说，把
华熙生物国际总部设在海南，让产品
由此走向世界。

开放向高水平迈进，对标更高标
准、更高规则——

7月26日，我国跨境服贸领域迎
来首张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开放的
100个服务分部门里，清单有70多个
分部门开放度超过当时承诺；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
比，清单在110多个服务分部门的开
放水平更高……一系列数据刷新了我
国开放力度和开放水平。

金融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持续“瘦身”；更注重法制
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率先批准并
加快推进实施RCEP……中国制度型
开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上 半 年 中 国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6078.4亿元，同比增长28.7%；中国欧
盟商会调查显示，60%的受访企业计
划今年扩大在华业务规模；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企
业对中国市场未来5年商业前景感到
乐观……

“今年以来，公司的业务量增长了
约20%。”谈到在中国的发展，维兰德
金属（上海）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桂花很
有信心。去年底，维兰德加入上海自
贸区推出的全球营运商计划。随着跨
境离岸付汇业务的打通，维兰德更有
信心在全球市场大展拳脚。

开放向高水平迈进，更注重联通
国内国际、服务新发展格局——

既立足国内大市场，又联通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才能更好提升中国对

全球资源配置的推动力。
就在3个月前，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个国内首
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吸引了约1300家国外品牌、1200家
国内品牌参展。

在外国展商眼中，它是开拓市场、
寻找机遇的宝贵窗口。一位来自瑞士
的食品参展商，带着新品赶来中国，因
防疫需要隔离，无法亲自赶到会展现
场，即便如此也没有挡住他不远万里

“漂洋过海”来中国的决心。
在中国展商眼中，它是同台竞技、

走出国门的绝佳平台。“这里有无限商
机，不仅能让我们学习全球知名品牌
的发展之道，也帮助我们本土企业更
好地走向世界。”展会期间，一名国内
品牌参展商告诉记者。

开放向高水平迈进，造福国内外
人民、体现互利共赢——

中国对外提供的新冠疫苗和原液
已超7.7亿剂，居全球首位，为全球抗
疫斗争持续作出重要贡献。

被称为“生命通道”和“命运纽带”
的中欧班列，上半年共开行7323列，
同比增长 43%；累计运送防疫物资
1232万件、9.6万吨……继续为稳定
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助力国际抗疫合
作发挥重要作用。

再过不到100天，第四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将如约而至。目前，已
有50多个国家确认参展。

以改革回应民生关切，
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对于浙江淳安县下姜村村民姜祖
海来说，他的心愿，不断实现。

青山环绕，溪水潺潺。这位70多
岁的老人，坐在自家开的“望溪”农家
乐门口大树下说：“过去跟老伴两人一
年赚不到一万元，现在的钱足够养老
了，未来的日子会更好……”

改革发展不断惠及民生。
在更高起点上谋划推进共同富裕

——
6 月 10 日，一份重磅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发布。

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征程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提
上更重要位置，浙江也担负起先行先
试的历史使命。

“每年有新突破、5年有大进展、
15年基本建成”——浙江全省上下动
起来，按照时间表压茬推进。

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接力展开；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如期实现，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先行先试，踏上新征程的
中国正描绘更加美好的画卷。

持续回应百姓“急难愁盼”——
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这一被称为“双减”的政策，直面
解决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资本操控等
教育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

作为百姓最为关切的领域之一，
医改再迈新步伐：最新版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正式启用，清退“僵尸药”、新增
抗癌药、覆盖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
新纳入药品平均降价50.64%；进一步
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加快推进医疗、
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截至7月底，全
国已有300余个统筹地区开通普通门
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覆盖全国70%
的统筹地区……

上半年，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进一步保障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
支持措施；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一系列措施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小厕所，大民生。
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城关镇咀头

村，村里不仅建了新厕所，配备化粪
池、马桶、电暖气，而且还进行了污水
管网改造。“以前家家户户旱厕建在家
门口，现在新厕所干净卫生，方便又省
心。”村民刘万军说。

厕所革命、垃圾分类、全民健身
……一件件民生“小事”，成为改革的
关注点、发力点。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当前，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

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窗口
期”。深化改革开放必将迈出更大步
伐，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必将有
更大进步。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于
佳欣 邹多为 何欣荣 周圆）

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述评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