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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后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代码
91469027MA5T4G0B8N）遗 失
公章、（刘朝）法人章、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源通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私
章（梁鑫），声明作废。

●海南省邮电老年科学技术协会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望海楼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2510103，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人民政府遗失文
昌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文建管
字2003005号）原件、施工许可证
（460022200305060101）原件以及
所对应的报建方案批件,特此声明。
●澄迈县金江镇夏富村民委员会
大茂村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4457002，
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北方村民委员会
面前坡村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4453902，
声明作废。
●澄迈县文儒镇珠宝岭村民委员
会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文昌翁田芬芳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0019317，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益新置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R
JA0L30）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博士威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620
483541L）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魅力壹佰文化娱乐有限公
司蓝天一店遗失（电梯）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证贰张，使用登记证编
号：梯11琼B08275（20）、梯11琼
B08276（20），产品编号：68060、
68061，声明作废。
●赵晋丽遗失房歌（海南）信息科
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东和
福湾房屋编号 3901 的装修款收
据，编号：FGFW0603，金额：壹佰
捌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苏家琼遗失文昌中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发票代码：246001490619，发
票号码：00005809，金额：883947
元，声明作废。
●海南明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录播教室建
设项目向社会招标设计、预算、监
理及结算审核公司。报名提交材
料时间：2021年8月13至15日，
联系人：王老师，电话：23888070。

房屋租赁证注销公告
孙志海与闫兆东签订的房屋租赁
证现申请注销，证号：美房租证
2019第40401号，现特此声明。

变更营业场所公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批准，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电话销售中
心营业场所已变更为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国贸大道CMEC中机大
厦 2 层 ； 机 构 编 码 ：
000020460100；邮编：570125；联
系电话：0898- 66593062；负责
人：蔡兴伟；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
经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
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房歌（海南）信息科技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东和福湾销
售部开具的房款收据，编号：
FGFW1074，金额：800000元；编
号：FGFW1075，金额：1200000
元，声明作废。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洋浦
蓝领公寓项目部不慎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海南省洋浦分行临时账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72000045102，
账号：2201027439200357796，声
明作废。
●万宁市长丰镇中心学校不慎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2
518802，账号:210614001003500
001762，声明作废。
●万宁市长丰镇中心学校不慎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410000949101， 账 号:
105433400000196，声明作废。
●王凤梅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东星村委会面前坡村的海南省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449号，声明作废。
●赵龙、司马雪不慎遗失海南宝名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
期 26#302 房收据一张，编号：
7932210，金额：100000 元，特此
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慎清群村民委员会
下田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7278702，账
号：210405001003500000139，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遗失中国
银行海南省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5397701，银行账号：
267513594495，现声明作废。
●海南海鑫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加么生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倪德强遗失座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园林路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东方国用（2014）第A00023
号，声明作废。

分局农林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接
受调查处理。如逾期或拒绝接受
调查处理，我局将视为货主主动放
弃相关权利，依法对该批货物进行
处理。特此公告。联系人：李勤
浩；联系电话：65376303。

2021年8月12日

账户清理公告
临高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临高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高椰丰海
洋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永辉海运有
限公司。上述企业在我行的账户
资料已过期。请以上企业在刊登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临高县支行办理变更手续，
若逾期未变更且未提出合理理由
的，我行根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结
算账户业务操作规程（试行）（农发
银规章【2019】35号）文件第五十
条，将以上企业做停止支付处理。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1年8月13日

致歉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
2021年7月31日，本人韩耀祥（身
份证号：610326198710021536）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过
程中，未能严格按照《电力安全工
作规程》的要求，不慎误碰电力线
路，导致220KV龙平线故障跳闸，
给贵局造成十分不良影响，这是本
人工作上的失职。因此在此郑重
的向贵局致歉!
本人将认真汲取教训，加强安全防
范意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此致敬礼!

韩耀祥
2021年7月31日

农用地招租公告
我司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岭
下坡一宗228亩土地按现状招租
（地上的林木及散尾葵附带销售）。
土地性质为农用地，租金及地上种
植物销售价不低于评估值（资产评
估报告可到我司查阅），租金及种
植物销售款均为一次性支付。有意
者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到我司了解详情并报名竞
租。联系人：陈先生 65331602、
13322092551。地址：海口市美兰
区群上路58号。

海南省林业总公司
2021年8月13日

公告
陵水椰林超越蹦床反弹公园健身
休闲活动中心于2021年7月6日
正式转让给何明光经营，转让协议
包含原所有会员一并转给新店，
（名为:陵水优学有限责任公司），
原店铺所有会员剩余次数也由何
明光及陵水优学有限责任公司接
手继续履约服务并承担相关义务
及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陵水椰林超越蹦床反弹公园健身
休闲活动中心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公告
2021年 8月12日凌晨4：50我局
农林行政执法大队和市容秩序行
政执法大队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三西路市场周边查获一批未经检
疫猪肉，共计1442.9斤，因货主不
在现场，目前该批猪肉已暂扣在我
局仓库。请上述被扣物品的货主
三日内到海口市青年路36号3楼
301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

减资公告
海南钇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0964077
36E）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4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于莉丽15808909412。

减资公告
金贝乐教育咨询（海南）有限公司
（91460200MA5RJFH62Q）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7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江卫清 13602534700

注销公告
海南省邮电老年科学技术协会拟
向海南省民政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协会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琼粤直通快递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三亚分公司不慎遗失琼
B16278的营运证正、副本，证号：
460200004039；线 路 牌 编 号 ：
05190；经营许可证的附卡，附卡
证号：琼客运班许字QWSJ00482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白沙远龙橡胶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2011年前的公章、财务专用
章、(王尉州）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电缆厂不慎遗失其名下位于
文昌市华侨农场土地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证号为：文国用（2000）
字第W1000510 号，以及海南通
信电缆厂名下位于文昌市华侨农
场共四幢房屋的房产证，房产证号
分别为：第一幢为 01009（海南
证）、第二幢为01006（海南证）、第
三幢为01007（海南证）、第四幢为
01008（海南证）。现声明上述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作废。
●李洲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项目东
区10栋1105号房认购书，编号：
0001441，声明作废。
●黄传伟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
园二期17幢住宅楼2306号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
字第SPF201202891号，特此声明。
●黄瑞娟（于2021年8月1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30198204096623，特此声明。
●海南鑫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谢声雄遗失座落于机场东路5
号省二建公司宿舍楼6幢201房
的房屋租赁证，租赁证号：美房租
证【2020】第47065号，声明作废。
●海南瀚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招租公告

公告送达

关于滨江海岸三期（二期）

分期规划核实的公示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江海
岸三期（二期）项目，位于海甸岛二
东路海甸溪北岸东侧，建设规划许
可证：460100201700056。8#、9#、
12#、13#于 2020年 10月 27日通
过了规划核实并取得竣备，14#楼
及地下室工程尚未完工，10#、11#
目前已达到验收条件，现向贵局申
请10#、11#楼分期规划核实。公示
时间：7个工作日（2021年8月13
日至2021年8月23日）。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建设单位联系人：陈女
士13907571457；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电话：0898-
66185705。 海南永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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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声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因业务工作需要，原中英文椭圆形
蓝色公章变更,现声明作废。

声 明

仓库招租
府城红城湖路周边有1000平方米
的仓库招租。陈小姐13005008379

招 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公 示

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20) 琼01民初239号民事调解书及
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海南四季财富实业有限公司、中青旅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潘国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调解书的内容包括:将位于海口市大
同路38号财富中心一至四层的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234196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34197号、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HK234198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34199号)及对应土
地使用权过户至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因被执行人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本院对上述调解书待办理过户登
记的位于海口市大同路38号财富中心一至四层的房产(证号: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字第HK234196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34197号、海
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34198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34199
号)及对应土地使用权征询异议，如对上述财产有异议者，应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八月十日

(2021)琼01执1305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拟建的海南之心A1402地块项目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该项目已通过海口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评审，采用装配式建筑建造的为地
面以上建筑，给予项目按不超过地上建筑面积的3%进行奖励。经
核，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101591.89m2，计容面积80664.14m2（不
变），装配式奖励面积2396.48m2（不计入容积率）。为广泛征求相关
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13日至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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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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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1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之心A1402地块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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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
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
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巩固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
局；坚持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
化观、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坚持依
法保护，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坚持守正创
新，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
其当代价值。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显著增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
用进一步发挥。

到203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
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
度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护理
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二、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体系

（四）完善调查记录体系。开展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完善档案制
度，加强档案数字化建设，妥善保存相关
实物、资料。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
工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专业记
录水平，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
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记录。加强对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共享，进
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依法向
社会开放，进一步加强档案和记录成果
的社会利用。

（五）完善代表性项目制度。构建更
加科学、合理的代表性项目分类体系。
健全国家、省、市、县代表性项目名录体
系。加强代表性项目存续状况评估，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夯实代表性项目保护
单位责任，加强绩效评估和动态管理。
加强与代表性项目相关的文化空间保
护。积极做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申报和履约工作。

（六）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健全
国家、省、市、县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
理制度，以传承为中心审慎开展推荐认
定工作。对集体传承、大众实践的项目，
探索认定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加强
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评估和动态管理，完
善退出机制。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进一步提升传承
人技能艺能。加强传承梯队建设，促进
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
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不断壮大传承队伍。

（七）完善区域性整体保护制度。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
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突出地
域和民族特色，继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
建设，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促进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有效衔接，提高区域性整体保护水平。
挖掘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
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建设非物质文化
遗产特色村镇、街区。加强新型城镇化建
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推进

“非遗在社区”工作。
（八）完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在现

有基础上，统筹建设利用好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动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配套改建新建传承体
验中心，形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传
承体验中心（所、点）等在内，集传承、体
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
承体验设施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传
承体验设施。研究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管理制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备
案和评估定级制度。

（九）完善理论研究体系。统筹整合
资源，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研
究力量，建设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基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
文化工程中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
问题等，建立多学科研究平台。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建设。提高非
物质文化遗产学术期刊质量，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关出版工作。定期举办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学术会议。

三、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水平

（十）加强分类保护。阐释挖掘民间
文学的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创新表现方
式。提高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
曲艺、杂技的实践频次和展演水平，深入
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曲艺传承发展计划，
加大对优秀剧本、曲本创作的扶持力度，
增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
力。推动传统体育、游艺纳入全民健身活
动。继续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加
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推
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中药炮制及其他
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应用。将符
合条件的传统工艺企业列入中华老字号
名录，支持符合条件的传统医药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依法取得医师资
格。丰富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
式，深入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

（十一）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区域保护
协同机制，加强专题研究，举办品牌活
动。加大对黄河流域丰富多样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的传承利用。在雄安新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动
呈现中华文化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
明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非
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
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美丽乡村
建设、农耕文化保护、城市建设相结合，
保护文化传统，守住文化根脉。

（十二）促进合理利用。在有效保护
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
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深入挖掘乡村旅
游消费潜力，支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等业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推出一批具有鲜明非物质文化
遗产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
品和演艺作品。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机融入景区、度假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
产特色景区。鼓励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创设计，提
高品质和文化内涵。利用互联网平台，
拓宽相关产品推广和销售渠道。鼓励非
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支持其产品和服务出口。

（十三）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脱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建立东中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作机制，鼓励东部地区加强对
中西部地区的协作帮扶。加强革命老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鼓励传承人创作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作品。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树立和突
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开展边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调查。推动与周边国家开展联合保
护行动。加大对脱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专业支持，进一步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鼓励建设非物
质文化遗产就业工坊，促进当地脱贫人
口就业增收。

四、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播普及力度

（十四）促进广泛传播。适应媒体深
度融合趋势，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

道，鼓励新闻媒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题、专栏等，支持加强相关题材纪录片
创作，办好有关优秀节目，鼓励各类新媒
体平台做好相关传播工作。利用文化馆
（站）、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
化设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培训、
展览、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在传统节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组织丰富多
彩的宣传展示活动。加强专业化、区域
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办好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活动。

（十五）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构
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和教材体
系，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读
本。在中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
课程，鼓励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加强
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
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
和博士点。在职业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大非物质
文化遗产师资队伍培养力度，支持代表
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和教学科研。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
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建
设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
践基地。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十六）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合
作。配合重要活动、节庆、会议等，举办
对外和对港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传
播活动。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
际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
拓展政府间多边、双边合作渠道，加强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交流，提升我国在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领域的话语权，维护国家主权和文
化安全。加强国际文化专家队伍建设和
中外智库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学术影响
力。鼓励各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驻外旅游办事处、中资企业以及海
外侨胞和出国留学人员等积极开展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推出以对
外传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
的影视剧、纪录片、宣传片、舞台剧、短视
频等优秀作品。通过中外人文交流活动
等形式，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
经验，向国际社会宣介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内
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增进文化认
同、维系国家统一中的独特作用。

五、保障措施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纳
入考核评价体系。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
行业组织作用，鼓励企事业单位合法合理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形成有利于保
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十八）完善政策法规。研究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一步健
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制度，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和惠益分享制
度。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
检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执法检查机
制。综合运用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地理标志等多种手段，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普法教育。

（十九）加强财税金融支持。县级以
上政府要依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
费列入本级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鼓励预算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采购非物质
文化遗产相关产品和服务。采取定向资
助、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非物质文
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关企业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金融服务。支持和引导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资助、依
法设立基金会等形式，参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

（二十）强化机构队伍建设。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依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管
理职能部门，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量与其承担的职
责和任务相适应。实施全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人才队伍能力提升工程。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有关干部教育培训内
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技术
职称评审制度。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智
库建设，进一步发挥专家咨询作用。对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作出显著
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表彰奖励。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