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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55条，主要内容包括：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公布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主管全国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主管本辖区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工作，加强统筹
指导和监督管理。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遵循依法合
规、规范统一、公开透明、
便捷高效的原则。登记机
关应当优化市场主体登记
办理流程，提高登记效率，
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
限时办结等制度，实现集
中办理、就近办理、网上办
理、异地可办。

市场主体的一
般登记事项包括名
称、主体类型、经营
范围、住所或者主
要经营场所、注册
资本或者出资额
等，不同组织形态
的市场主体还应当
分别登记其他相关
事项。市场主体的
章程或者合伙协
议、经营期限或者
合伙期限、认缴出
资数额等事项，应
当向登记机关办理
备案。

市场主体实行实名登记。登记
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国务院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市场主体类型分
别制定登记材料清单和文书格式样
本并向社会公开。登记机关能够通
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的相关信
息，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登
记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
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不能当场登
记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登
记。市场主体符合规定条件的，可
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个
体工商户无需公示。建立歇业制
度，降低市场主体维持成本。

市场主体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公示
年度报告和登记相关
信息。登记机关应当
根据市场主体的信用
风险状况实施分级分
类监管，采取“双随机、
一公开”方式进行监督
检查。对提交虚假材
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
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
撤 销 其 市 场 主 体 登
记。此外，增强行政处
罚的针对性，维护诚实
守信、公平竞争的良好
市场秩序。

8月24日19时15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远征一号S遥二上
面级，成功将融合试验卫星01/02星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长征二号
丙火箭升级了新装备，其中首次应用4.2米直径
整流罩。

图为火箭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
融合试验卫星01/02星扫二维码阅读《条例》全文

广告·热线：66810888

装修设计招标公告
我单位拟对印刷厂6楼和三亚新闻中心驻地房屋进行装

修改造设计，现向社会公开招标。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6楼办公室装修改造工程，项目位于

海口市，面积为1500m2；海南日报社三亚新闻中心驻地房屋
整体装修工程，面积为500m2，项目位于三亚市。

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建筑工程设计乙级以上资质。请符
合条件并有意参与的单位（机构），于2021年8月31日前来报
名，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和类似工程业绩。

联系人：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8月24日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我公司
将于2021年9月17日10时，在安庆君澜豪庭酒店会议室（安庆市湖
心北路59号）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以现状拍卖）：（2018）琼执恢4号之二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项下部分权益-安徽省黄山市经济开发区太申
山庄•铂宫54套别墅。参考价人民币7508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

二、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日至2021年9月16日，在标的所在
地现状展示，需提前预约时间看样，节假日除外。

三、报名及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9月16日17:00时前
（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
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拍卖

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
员；受资产所在地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
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四、报名方法：意向竞买人足额缴纳保证金后，凭交款单据（竞
买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交款凭证）和有效证件来我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若竞买不成，保证金在3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不计息）。竞
买保证金交入账户：户名：安徽富春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南洋商
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账号：0434439000000544。履
约保证金交入账户：户名：安徽富春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
行安庆集贤支行，账号：348709000018010001218。

五、其他：拍卖标的每套别墅的面积及参考价见拍卖文件中的
清单。

六、报名地址：安徽省安庆市菱湖北路1号2楼。
七、咨询联系电话：0556-5537558、13955674666、

13955609255、13637067945。
八、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665582。
九、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安徽富春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安徽富春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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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育研究培训院综合楼第三层；2、海口
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育研究培训院综合楼第五层；3、海口市海甸
三西路15号人民西里3号铺面；4、海口市海甸三西路15号人民西里
4号铺面。以上项目第一年租金15084元、66180元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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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至2021年9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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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澄迈县金江镇约24938m3鹅卵石
及老城约6500吨石方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9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分别转让以下标的：1、海南省澄迈县金

江镇大拉及安良村石子堆放点约24938m3鹅卵石，挂牌价为97
元/m3（含铲车装车费），竞买保证金为20万元。2、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建筑用砂销售点约6500吨石方（玄武岩），挂牌价为44元/吨
（含铲车装车费），竞买保证金为5万元。公告期为：2021年8月25
日至2021年9月7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电话：66558026 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8月25日

海口市海秀大道金海大院9套房产
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9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167

号金海大院9套房产，建筑面积为83.98m2至107.85m2不等，挂牌
价为61.39万元至78.84万元不等。公告期：2021年8月25日至
2021年9月2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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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8月25日

海口互盈科技有限公司、海南轻居科技有限公司、海口黎舍公寓管理
有限公司、海南经济特区堃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南品冠房
屋租赁有限公司、上海禾寓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因你公司存在未按照《海口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的违法行为，我局根据《海口市房地
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给予你公司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10个工作日内补办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备案证；2、处人民币
肆仟玖佰元整（￥4900.00）的罚款。现公告如下：

一、海口互盈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5号华润中
心一期办公楼13A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海龙综法罚决字L2
[2021]第ZJ1号）。

二、海南轻居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56号北京大厦
19E，《行政处罚决定书》（海龙综法罚决字L2[2021]第ZJ2号）。

三、海口黎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56号北

京大厦24层A房，《行政处罚决定书》（海龙综法罚决字L2[2021]第
ZJ3号）。

四、海南经济特区堃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
金贸街道港澳发展大厦21A1，《行政处罚决定书》（海龙综法罚决字
L2[2021]第ZJ4号）。

五、海南品冠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5号国贸中
心8A，《行政处罚决定书》（海龙综法罚决字L2[2021]第ZJ5号）。

六、上海禾寓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56
号北京大厦14-F房，《行政处罚决定书》（海龙综法罚决字L2[2021]第
ZJ6号）。

因你公司地址已变更，我局无法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无
法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及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8月25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送达公告

根据需要，现我司公开择选一家企业年金法人受托管理

机构，欢迎具有相应资质及实力的机构报名，并提供以下材

料：1、营业执照；2、国家颁发具有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运营资

质的有效证件；3、法人代表证明书；4、法人代表委托书。

报名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1层。

联系人：吴小姐

联系电话：66709636，18976990390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8月27日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择选机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海口市龙华区镇
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服务单
位；2.海口市美兰区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服务单位；3.海口市琼山区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服务单位；4.海口市秀英区镇域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服务单
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工程部报名了解详情，
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至2021年8月27日
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龙华区、秀英区、美兰区、琼山
区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服务的公告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1年7月26日在《海南日报》A05版上刊登

的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

（2021）19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事宜如下：竞买报名截止

时间延期至2021年9月3日17：00，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

间延期至2021年9月3日下午16：00（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期至2021年9月3日17：00，挂牌截止

时间延期至2021年9月6日16：00 ，挂牌现场会时间延期

至2021年9月6日16：00 ，其他挂牌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25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关于取水户自备井报备的通告
为规范取水户自备井管理，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海口市

水资源管理中心开展海口江东新区取水户自备井报备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本次取水户自备井报备对象为海口江东新区范围内所有利
用自备井取水的非农业取用水户，包括建成项目自备井、在建项
目自备井。各取水户应于2021年8月31日前填报《取水户自备
井信息卡》（可在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自贸江东”下
载）发至jlzgke@163.com。

海口市水资源管理中心将组织检查，对逾期未报备、未如实
报备的取水户，限期整治，从严查处。联系人：卓书晖，电话：
66269273。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8月25日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王
宾 温馨）针对有媒体报道，美国首例
新冠死亡病例或早于美国官方公布的
时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表
示，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公布并检测早
期病例数据，尽快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赴美开展溯源研究，给国际社会和美
国民众一个科学和公正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美国《水星新闻》报道，美首例新冠死亡
病例或发生在2020年1月，早于美官
方公布的时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此前中方也介绍过，美

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不断前
移。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
称，他本人于2019年11月就已感染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显示他已拥有
新冠病毒抗体，这比美国报道的首个
新冠确诊病例早2个多月，也早于中
国报告的首个病例的时间。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网站显示，研究发现美国
5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在2019
年12月就已出现。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华盛顿大学合作研
究表明，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一
直持续到2020年2月的呼吸道症状

和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加，表明新冠
病毒在具有临床意识和检测能力之前
就已经在美国社区传播。此外，多家
媒体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2019年7
月大规模暴发电子烟肺炎并席卷多
州，患者肺部CT部分区域呈现团状
模糊的白色，与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
似。美国的这些病例情况表明，新冠
肺炎呈现多个源头、多点暴发的特点，
需要高度重视，认真调查。

汪文斌说，但令人不解的是，美方
指责中方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污蔑
中方搞虚假宣传，却在自身溯源问题

上推三阻四，讳莫如深，消极回避，不
断设置障碍。此前，美国《棕榈滩邮
报》和《迈阿密先锋报》都曾披露，佛罗
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发布当地2020
年1月和2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171名患者
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一度被莫名其妙
地删除。

他表示，无独有偶的是，美国疾控
中心研究人员2020年 11月在美国
《临床传染病》杂志上发表报告称，他
们在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
月17日期间采集的7389份血液样本

中，发现106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
但结果如何呢？据报道，这项溯源调
查项目被美国政府高官叫停，大量的
血液样本也被封存。

汪文斌说，中方已两次邀请世卫
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中国
和世卫专家也得出了权威的溯源研
究报告。“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甩锅推
责、栽赃抹黑中国的拙劣把戏，尽快
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尽快邀请
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开展溯源研究，给
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一个科学和公
正的交代。”

外交部：

敦促美方尽快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开展溯源研究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王
宾 温馨）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要
求情报机构提供的新冠病毒起源分析
报告预计将于24日完成，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
谓报告不过是一份先有结论、后拼凑“证

据”的栽赃报告，奉劝美方停止政治化操
弄，早日回到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汪文斌说，溯源需要的是科学，而
不是什么情报。由情报机构去搞病毒
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美国情报机
构历来劣迹斑斑，他们搞的所谓溯源

报告更不可能基于事实真相，只不过
是一份先有结论、后拼凑“证据”的栽
赃报告，根本不可信。

“溯源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陷
害。溯源为的是维护各国人民的生命
与健康，而不是为了甩锅推责、打压对

手、服务一己私利。”他说。
汪文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美国将抗疫政治化，导致美国成为
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让美国民
众付出了沉重代价。现在，美国出于不
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又在溯源问题上动

用情报机构搞所谓调查，破坏国际溯源
合作，遭到国际上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奉劝美方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生命健康利益出发，停止政治化操
弄，早日回到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汪文斌说。

外交部：

奉劝美方停止借病毒溯源搞政治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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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夏季残奥会在东京开幕

中国代表团将参加
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

新华社东京8月24日电（记者董意行 胡佳
丽 赵建通）24日晚，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
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

本届残奥会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有
来自162个代表团的4403名运动员参加。

这是中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此前
中国已连续四届获残奥会金牌和奖牌数双第一。
此次出征东京的中国残奥代表团由437人组成，
其中运动员251人。

中国代表团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
角逐，这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
一届，其中4个集体项目全项目参赛。中国代表
团的参赛目标是：安全参赛，展现精神，争创佳绩，
传递友谊，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
运动员王浩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最高检依法对贵州省政协原主席
王富玉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
书记、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
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王富玉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