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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临城花雪烧烤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42056567，声明作

废。

●儋州市白马井镇松鸣村民委员

会文汉黎宅村遗失农业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0473301，声明作废。

●谢小珠遗失货运从业资格证，证

号：460028198104127232，流水

号：4600059126，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河普光潮香饭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70006968，声明作

废。

● 李 英 民 遗 失 车 牌 号 为 云

ASA517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证，

证号：5360023216703，声明作废。

●海南鑫锦鸿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海南安捷利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地方税务工会儋州地方

税务局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正本、副本各一本，

编号：214000013，特此声明。

●海南省地方税务工会儋州地方

税务局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工会

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编号:

214000013，特此声明。

●海南美佳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已遗失，声明作废。

企业改制债权债务公告
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海口市

中国旅行社于2021年9月1日正

式启动企业改制工作。凡与本单位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请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企业

营业执照/本人身份证及其他相关

材料，来本单位办理身份认定、债

权债务核对登记等事宜，逾期未登

记者则视为放弃权益。如有债权人

或债务人对改制后公司承继本企

业原有相应债权或债务有异议，请

于上述期限内提供书面异议文件，

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本次

债权债务承继行为。特此公告

海口市中国旅行社

2021年9月23日

公告
我村民小组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选聘留用地前期服务企业，现登报
招选招标代理机构。欢迎有意向
的招标代理机构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至2021年9月28日前到临高
县临城镇大波村委会报名。联系
人：符启贤；电话：13976264780。
临高县临城镇大波村委会兰琴村
民小组 2021年9月22日
关于撤销（2019）琼崖证字第6318
号公证书的

公告
我处公证员于2019年8月9日出
具了（2019）琼崖证字第6318号公
证书。该公证书的内容为彭某某
将位于海口市某处的一套房产赠
与给张某某。因该项公证无法补
办缺漏的程序，我处已于2021年9
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
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的相关规
定，撤销了（2019）琼崖证字第
6318号公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琼崖公证处
2021年9月22日

择选机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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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
保税区研发服务中心3楼海口市
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825898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9月25日

无主坟认领公告
因我村委会203亩安置留用地建
设在即，现迁坟事宜早已展开，认
领的坟墓已全部迁移完毕。经排
查，目前还有无人认领坟墓1座，
涉及地点为：天堂村委会203亩安
置留用地内。为顺利进行工作，现
就有关坟墓迁移事宜公告如下:请
涉及该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7日内到英州镇天堂村
委会尽快办理迁坟事宜，逾期不联
系或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
坟，将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电话：83080188。

英州镇天堂村委会
2021年9月22日

公告
为清理历史债务，请刘青骁、林斯、
张继忱、黄慧敏、陈妙忠、李红、王
兴国、袁德生自本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归还欠款，如有疑议，书面与
我公司联系核对。地址：海口市南
沙路55号交通大厦8楼，联系人：
秦先生，电话：13322001735。
特此公告。

海口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3日

公告
我村民小组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选聘留用地前期服务企业，现登报
招选招标代理机构。欢迎有意向
的招标代理机构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至2021年9月28日前到临高
县临城镇大波村委会报名。联系
人：黄雄召；电话：13398938099。
临高县临城镇大波村委会厚禄村
民小组 2021年9月22日

声明
本人龚敬华(艺名：龚喜)，身份证
号：421023****2910，已离开海口
美居豪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不再担
任任何职务。如该公司继续使用
本人形象等做宣传活动。产生的
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全部由该公
司承担！本人保留追究该公司法
律责任权利。特此声明！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0923期）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罚
没的超市物品一批（明细表备索）。
参考价：4.93万元；保证金：5000
元。展示时间及地点：9月27-28
日；中平镇润旺超市。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1年9月29日17:00前到
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电
话：15607579889 王先生；网址：
www.hntianyue.com；地址：海
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
41层。

公告
海南经济特区堃鹏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学
旺等 27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21〕第176-182
号，295-313号，565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
海 劳 人 仲 裁 字〔2021〕第 584-
607、614号仲裁裁决书，海劳人仲
决字〔2021〕第130、131号仲裁决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01713），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海口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23日

土地转让
现有文昌80余亩优质商服用地诚
意转让，地块干净、已经报建、手续
齐全，卢先生：18089803733。

减资公告
岛购全球(海南)消费精品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YRYJ3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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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伟巨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242134243）经股东会
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50万元，原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舍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5AXD3U），经股
东会决议，拟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金由
原来的1000万元减少至2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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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地方税务工会儋州地方

税务局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各一本，代

码：594916306，特此声明。

●海南省地方税务工会儋州地方

税务局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4341101，特此声明。

●符樱潇不慎遗失恒大·美丽沙商

品房认购书一份，编号：1943673，

特声明作废。

●刘科彤于2021年9月21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30202199409140522，声明作废。

●刘克雄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北坡村委会道古村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289号，声明作废。

●李健丽不慎遗失海南省第二卫

生学校职业护理专业技术证书，编

号：HN2013211830569，特此声

明。

●熊花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

证号为：460200197201300527，

特此声明

●澄迈永旺制砖有限公司盛旺分

厂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许霖楠遗失警官证，证号为：

120159，声明作废。

●皇桐镇文贤村委会楷模上村民

小组遗失临高农商银行皇桐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4400701, 声明作废。

●伍彪遗失律师执业证一本，证号

为：14601201810031863，流水号

为：10859977，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转 让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圈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吴刚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

第486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

字〔2021〕第617号仲裁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701713），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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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招 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甸岛独栋楼宇招租招商
6000m2办公楼，蔡先生1888927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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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土地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9HN0221

受委托，按现状对文昌市会文镇冯家湾沙港崀现代化渔业产业园1-
17部分和3-11部分地块分别招租，公告如下：一、本次招租地块位于文
昌市会文镇冯家湾沙港崀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内的国有土地，土地原为坑
塘水面，由承租方自行平整，土地用途为设施农用地。具体如下表：

二、每宗地块竞租保证金20万元。租赁期限为20年。支付方
式优先采用一次性付清20年的租金，也可按每5年一付；分期支付
的，按年折现率5.5%折算后分期等额支付。三、有投资现代化渔业
意向，符合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的水产养殖
行业的企业法人均可报名参加。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价高
者得。四、公告期：2021年9月23日至2021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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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1-17部分地块
3-11部分地块

租赁面积约（亩）
49.385
21.7308

挂牌底价（元/亩）
167，628
156，335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委托，我公司对其依法判决的周

岳进、刘运嘉等人涉黑案件部分涉案财产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s://hgjg.jd.com/#/two/7145上在线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具
体拍卖为：1、定于2021年9月30日上午8：30分至2021年9月30日
17：30分止（延时除外）拍卖周岳进、刘运嘉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财产中
的手机69部、酒类113瓶、饰品56件、纪念币一批；2、定于2021年10
月8日上午8：30分至2021年10月8日17：30分止（延时除外）拍卖
刘运嘉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财产中的房产14套、车库2个。以上标的具

体情况详见京东网拍卖平台上所列清单及详情。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和注册京东平台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按清单要求支付竞买保证
金。竞买人需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和其
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与竞买。此次拍卖标的是依法判决没收财产，以
实际现状为准，建议现场查看标的，委托方及拍卖人对其品质、真伪、
瑕疵不做任何担保。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天
止（节假日除外）。标的展示地址：手机、饰品、纪念币、酒类等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展示，房产在所在地展示。咨询电话：0898-
68551218、18689812120、13337624167。咨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
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房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8日10时至2021年10月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拍卖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1、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
25号骏豪仕家2#住宅楼2层D2-215商铺（无底价拍卖），面积133.02
平方米，评估价2794085 元，起拍价1元，保证金286120元；2、海口市
美兰区琼山大道3号“南航海岸华墅”东35栋3D房（别墅），面积
335.34平方米，评估价7444213元，起拍价5955370.4元，保证金
1200000元。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
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竞买人
的身份应符合海南省房屋限购政策的要求；竞买人明知不符合海南房
产限购政策而报名参与竞买，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
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标的展示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会开
始前一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三、上述
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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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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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二：13876364266；通道三：15120880606；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情可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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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分项→进
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
面；也可直接在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打破“天花板”、不唯学历不唯奖项、论文不做“硬杠杠”……

涉及8000万人的职称评审迎来大变化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历经5年，职称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成，27个职称系列

的改革指导意见出炉。这一涉及全国约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改革措施将产生哪些影响？

27个职称系列改革指导
意见出炉，增设11个系列正高

9月以来，许多地方启动了今年的
职称评定工作。尽管还没收到正式通
知，江西景德镇的陶瓷绘画师李小贵非
常期待：“2015年我评上副高，本来以为
一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这个职称‘天
花板’会突破。”

李小贵从事陶瓷绘画18年，在当
地小有名气。按照过去的规定，就算他
终其一生雕琢技艺，也只能止步副高。

今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
头发布《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
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这一行业
的人员首次设置正高职称。“这是对我
们专业水平的更高认可，激励大家进一
步提高造诣。”李小贵说。

尽管职业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市
场化，但在诸多行业企业，职称仍是衡
量一个人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
主要标志，并与工资待遇、科研资源、上
升通道等密切相关。

2016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包括中小学教
师、高校教师、医护人员等在内的27个

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全部出台。
“不只是工艺美术人才，这次改革

增设工程、经济、会计等11个系列的正
高，惠及近3000万专业技术人员。改
革健全了制度体系，完善了评价标准，
创新了评价机制，着重解决评价标准不
合理、一刀切等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刘冬
梅说。

涉及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
评定政策，迎来多年未有的大调整：

——工程、农业等一批职称系列的
评审专业得以细分；

——新兴职业不断纳入职称评价
范围，新增动漫游戏、运动防护师、快递
工程等13个评审专业；

——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考
试、评审、考评结合、面试答辩、实践操
作等多元化评价方式；

——对研究人员探索实行代表作
制度；

——对互联网领域的奇才、“怪才”
建立评审绿色通道……

“这是现行职称制度实施30多年
来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种种突
破性的安排，旨在建立科学、客观、公正
的评价制度。”刘冬梅表示，核心目标是
从申报上打破身份、档案等制约，畅通

各类人才职称申报渠道；从评审上减少
条条框框，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真
正树立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激发专业
技术人才创新创造的巨大潜能。

鼓励以实绩论英雄，解
决评价与使用相脱节问题

“这次改革不再唯学历、唯资历，论
文、学历不做‘硬杠杠’，以实绩论英
雄。”刘冬梅说，对医护人员主要突出临
床实践能力，对教师主要看教学质量，
鼓励大家在一线建功立业。

56岁的于刚是山东省立医院眩晕
诊疗中心主任，因医术精湛，被称为山
东治晕“第一人”，常年一号难求。但也
正是因为精力主要放在临床上，论文和
科研成果较少，他获评副高14年还没
评上正高。

两年前，山东试水卫生职称“双自
主”改革，于刚被定为临床优势型人才，
通过侧重临床实绩、降低论文评价，在
2020年3月获得主任医师的证书。

“职称毕竟是对专业水平的认可，申
请加入专业学会或者申报科研项目都对
职称有较高要求。另外，评上正高也有
利于带团队、开展工作。”于刚坦言。

2020年，包括山东省立医院在内

的55家改革试点单位，共有5037名专
业技术人才取得高级职称。

此次改革令职称评价标准回归岗
位需求和实际贡献。比如，对高校教师
不再以SCI、SSCI等论文指标作为参评
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对医护人
员加强医德医风和从业行为评价，淡化
论文要求；对翻译、演员、计算机等行业
不再做学历要求等等。

近日，山西省发布2021年全省中
小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通知，要求校
长、园长和各级教研室教研员如果不从
事学科教育教学，不得申报正高级教
师，同时取消了申报正高级教师的奖励
和荣誉要求。

太原市某小学教师张静认为，教师
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有了好的评
价标准，老师们更能安心站讲台，全心
谋教学。

南京林业大学蒋华松没有发表一
篇论文，仅以教学业绩评上了教授；只
有高中学历但创作成果斐然的江苏作
家周洁，从中级直接获评正高；航天六
院长动集团军品事业部车二班班长黄
汉华等1万多名操作工、电工、钳工等，
打破学历和身份限制评上正高……

“随着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先行破
冰、红利释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

进展，显著提高了人才评价科学化水
平，解决了人才评价与人才使用相脱
节，评上的用不上、用上的评不上等问
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理论与
技术研究室主任孙锐表示。

破除条条框框后，如何
确保公平公正？

5年来，职称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
立，标准、程序等方面基本有规可依、有
据可循。但记者采访发现，强调论文篇
数、论资排辈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
一些困扰人才的“烦心事”“老难题”尚
未完全破解。

“国家的改革指导意见提出要科学
对待论文、论著等研究成果。但看最近
单位发的评审通知，对论文的要求还是
没变。”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陈女士告
诉记者。

这家单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徐先生
则认为：“职称标准破易立难。尽管论
文与业务关系不大，但评职称总要有一
些衡量标准。如果论文、奖项、年头这
些都不看，那拿什么来筛选？”

在采访中，部分“211”高校的青年
教师也表达了困惑：“核心期刊论文数
至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指标，现在不拿

它作为要求，那就没有硬性标准了。评
审决定权都在专家委员会，谁来决定请
哪些专家？如何排除人情干扰？操作
空间会不会更大？”

少数受访者反映，职称能不能评得
上、多久能评上，还是受人情世故、资历
年限以及和领导的关系等因素影响。

“破‘四唯’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激
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但‘不唯’不是

‘不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新的标准条
件，建立了综合监管体系，现在要做的是
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落细。”刘冬梅说。

“各单位需要着眼实际，进一步
完善改革配套措施，根据行业和专业
差异，选择论文和奖励权重，研究制
定评价能力、贡献和业绩的细化指
标。”孙锐说。

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
《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加强职
称评审全流程监管、完善高级职称评审
委员会核准备案制度。“这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孙锐建议，下一步需细化相关
办法，推进制度落地，去除企事业单位
行政化、官僚化干扰，同时推动社会化
和市场化的职称评价。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记者姜
琳 邬慧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