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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离退休人员：
我省2021年度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接近尾声，尚未完成年度资格认证的人员，请您于2021年10

月31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办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手

续。如逾期未完成认证，我中心将于2021年11月起暂停发放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网上认证：（一）通过电脑进行认证：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管理平台（网址：

http://si.12333.gov.cn/或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

页提示进行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二）通过手机

APP进行认证：1.安装“海南一卡通”APP，注册后完成“人脸认证”

操作；2.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册后完成“社保待遇

资格认证”操作；3.电子社保卡微信小程序进入“社保待遇资格认

证”；4.通过其他第三方手机APP（微信、支付宝、农信社等）的“电

子社保卡”入口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二、临柜认证：（一）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前往设有“海

南政务便民服务站”、“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机”设备的场所

或网点，自助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二）机构认证：携带身份

证或社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站）或社区进行认证。（三）银行认证：全省

各农村商业银行（“社银双入驻”的银行）进行认证。

三、上门认证：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

网上认证的，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

会证明向居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四、境外认证：国（境）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可到当地中国驻

国外使（领）馆并下载“中国领事APP”进行资格认证。

咨询电话：0898-96377、0898-12333

特此通告。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7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离退休人员尽快完成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通告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根据

招生计划，2022年我校拟招收MPA全日制研究生35名,非全日制研

究生138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 网上报名：2021年10月5日至25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s：//yz.chsi.com.cn或 https://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想

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详细招生简章网址：海

南大学 MPA 教育中心 https://hd.hainanu.edu.cn/mpa/ 邮箱

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22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废水废液治理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环境服务采购项目依法组织竞争性磋商进

行招标，欢迎具有资质的厂商前来投标，标书领取时间是

10月12日至14日止。

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伍先生13807582120

周先生13807695952

三亚海棠湾亚特兰蒂斯酒店项目（二期）高层产权式酒店项目全体
业主：

根据项目规划，我司“三亚海棠湾亚特兰蒂斯酒店项目（二期）

高层产权式酒店项目”1号楼1层架空建筑面积538.65m2，1号楼1

层地下室楼梯间建筑面积 36.43m2，2 号楼 1 层架空建筑面积

1123.2m2，2号楼1层地下室楼梯间建筑面积16.51m2，3号楼1层

架空建筑面积 469.67m2，3 号楼 1 层地下室楼梯间建筑面积

23.47m2，地下室建筑面积22642.17m2为小区公共配套设施，所有

权归全体业主。

特此公告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1日

公告

杭州大厦A座第4层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27-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万华路8号杭州大厦A座第

4层房产，建筑面积为801.97m2，挂牌价格为537.3376万元，项目

竞买保证金为200万元。公告期为：2021年10月13日至2021年

10月26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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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21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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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北辰海口西海岸项目一期（B6903地块A区）、（B6903地块B
区）两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B6903地块，项目于2018年2
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A区项目景观深化，绿地面积相
应调整为4492.33m2；将B区项目5#楼西侧的道路、楼栋南、北侧局
部硬化铺装调整为绿化，绿地面积相应调整为1891.27m2；A、B区地
上机动车停车位布局及数量调整，A区调整为60个，B区调整为26
个，总地上机动车停车位数量由82个调整为86个；A区地下室增加
防火单元隔墙，机动车停车位数量由237个调整为233个。方案调
整后，B6903地块总绿地面积、总停车位数量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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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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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北辰海口西海岸项目一期（B6903地块A区）、

（B6903地块B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友谊星光城项目位于永万路西侧。项目于2020年11月通过规
划许可。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
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对该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部分进行面积奖
励。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194951.23m2，地上建筑面积124355.69m2，
计容建筑面积不变，装配式奖励面积3589.23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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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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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友谊星光城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根据企业发展和管理需要，我司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绩效考

核与薪酬管理咨询服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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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证明书；3、法

人代表委托书；4、业绩材料（含服务客户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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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择选机构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恢54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海南聚联投资有限公司(原申请执行人:海南联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南繁实业公司、海南裕昌集团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海南聚联投资有
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海南南
繁实业公司名下位于海口龙昆北路37号南繁宿舍区第二栋宿舍楼
(不动产权证号：33559)、第三栋101房、102房、202房、301房、302
房、401 房、402 房(不动产权证号依次为：38935、38939、38940、
38937、38941、38938、38942)、第四栋101房、102房、201房、202
房、301房、302房、501房、502房、601房、602房、701房、702房、
801房、802房(不动产权证号依次为：38662、38654、38661、38653、
38660、38652、38658、38650、38657、38649、38656、38648、38655、
38647)。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
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
述房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唐平 联系电话：0898-3666051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恢80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05) 海中法民二初字第

96号民事判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恢复执行

申请执行人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现代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现代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

求本院评估、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海南现代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海口市海秀大道八一大厦东南侧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

Q3054)、位于海口市海秀东路 34 号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

HK011339)。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土地使用权、

房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

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唐平 联系电话：0898- 36660513

公告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
吴惠礼（儋州那大东海涂料加工厂）：

由于我局无法与你取得联系，也无法通过留置、邮寄等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我局向你公告送达（儋）应急执行催告〔2021〕2 号
《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催告书》内容如下：1、我局于2021年4月1日向你留置送达
了（儋）应急罚〔2021〕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要求你于

2021年4月16日前将罚没款21万元缴纳至指定账户，否则自
2021年4月17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2、根据《行政
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催告你收
到此《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工行儋州城北支行（账户：儋
州市财政局财政性资金，账号：9558852201000073826）缴清罚没
款21万元及加处罚款21万元，合计42万元；逾期不履行的，我局
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如果你对我局作出的《行政强
制执行事先催告书》不服，可于收到此《催告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到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儋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10月13日

海口市海府路4号海旅综合楼一、二层铺面
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0HN0234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海府路4号海旅综合楼一、二

层铺面进行公开整体招租，招租面积：947.34m2，租期5年，挂牌
底价为首年租金650000元, 租金逐年递增3%。公告期：2021
年10月13日- 2021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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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己亥之末，庚子之春，大疫突至。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

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一场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迅速打响，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14亿中国人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
防控的坚固防线，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
争史上的又一个英勇壮举，也铸就了伟
大的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生命至上：彰显人性光辉

疫情暴发，湖北武汉，医护告
急！病床告急！医疗物资告急！生
活物资告急！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
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
之事。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
在第一位”“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
生命”“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
亡率”……习近平总书记对抗疫作出
重要部署。

4万多名“白衣天使”从全国各地驰
援荆楚，与死神竞速；与此同时，4万多
名建设工人赶赴湖北，火神山、雷神山
传染病专科医院在10余天时间内竣工
交付使用，创造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

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
飘扬。在火神山医院，每一名党员的
防护服上都贴上了党徽图案。“我们要
用行动告诉患者，再危险的地方，都有
党员和他们在一起。”重症医学一科副
主任宋立强说。

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的张定
宇抱病迎难而上，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
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挺在最前面。

护佑生命，不惜代价——
“一定要让他活下去！”25天人工

体外膜肺（ECMO）、50天呼吸机，辽
宁、河南、福建等援鄂医疗队和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东院医务人员硬是将一名
重症患者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
最急需的资源向疫情严重的武汉等地集
中，为的就是最大程度提高检测率、治愈
率，最大程度降低感染率、病亡率。

从2020年2月中旬最高峰时的
近1万例，到4月14日下降到57例，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中重症患者转归为
治愈的超过89%。

众志成城：汇聚磅礴力量

万家团圆的除夕夜，一个个白衣
天使“逆行”武汉；短时间内，19个省
份以对口支援的方式支援湖北省除武
汉市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

无数人用挚爱守护苍生，凝聚起
阻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我们把重症、感染和呼吸相关科
室主任几乎都选派到了湖北，很多人
都有抗击非典的经验。”北京协和医院
副院长韩丁说。

呼吸机、防护服、救护车等各类医
疗物资全国调运，粮油、蔬菜、水果等
各类生活必需品八方汇集……全国人
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

得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急
缺人手，河南太康县兰子陈村5名“90
后”小伙自发组团赶赴武汉；

从事餐饮行业的四川姑娘刘仙，

听说武汉一些医护人员吃不上热饭，
带着厨师和食材来到武汉，每天为医
护人员送上热腾腾的盒饭；

每天60多公里，快递小哥朱红涛
一遍又一遍地穿过人影寥寥的武汉街
头，不仅送包裹，还当社区采购员、给
老奶奶买药；

一段段音乐、播报，“90后”志愿
者华雨辰用声音传递力量，作为音乐
教师的她，疫情中，有了司机、搬运工、
方舱播音员等多重身份；

千万人口的武汉，“封闭”之下两
个多月维持基本稳定，是亿万爱心扛
起了这座城！

科学战“疫”：贡献“中国方案”

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用 2 个月左右的时间
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
以内，用 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
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
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
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
斗争重大战略成果……2020年9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
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求真务实、科学求索精神，在抗疫
斗争中淋漓彰显。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领衔的军事
医学专家组，在武汉连续奋战113天，
为研发疫苗、构建免疫屏障竭尽全力。

指导临床救治和科研攻关、中西
医结合抗疫、持续准确判断疫情状况
及趋势走向……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
防控斗争中，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
伯礼等多位院士一直奋战在一线。

其后，在黑龙江、北京、新疆、辽
宁、河北、云南、江苏等地，正是因为科
学应对，及时有效控制了疫情。

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
合作、共克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
慧和力量——

目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
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工作仍很艰
巨。我们坚信，伟大抗疫精神必将激励
中华儿女战胜一切困难，直至夺取抗疫
斗争全面胜利；这一伟大精神，必将转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
者侯文坤）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大学生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具有重要意义。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引
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提升人力资源
素质，实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

《意见》提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
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高校教

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和素养培
训，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加强
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打造一批高校
创新创业培训活动品牌。完善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可
持续发展机制，鼓励各学段学生积极
参赛。坚持政府引导、公益支持，支持
行业企业深化赛事合作。

《意见》明确，要加强大学生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大学生创新
创业环境。校内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平
台面向在校大学生免费开放。鼓励各
类孵化器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开
放一定比例的免费孵化空间。提升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深入实施创业就业“校企行”专项行
动。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做好大学生
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确权、保护等工

作，加快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的分配政策。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生
的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建立大学生创业风险救助机制。加强
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及时收集
国家、区域、行业需求，为大学生精准
推送行业和市场动向等信息。加强宣
传引导，总结推广各地区、各高校的好
经验好做法。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

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
——抗疫精神述评

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王立科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江苏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涉嫌受贿、行贿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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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贿罪对王立科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外交部：

坚决反对台湾个别人
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孙楠）针对
近段时间台湾个别政治人物多次“投书”外国媒
体，刻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大第2758
号决议体现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白纸黑字，不
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曲，任何形式
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赵立坚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
认的基本事实。“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改
变，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独’的
态度不容挑战，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赵立坚说，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1971年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
已经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
构和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均应遵循
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作为
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多年
来的实践充分表明，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均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充分尊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赵立坚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体现了国际
公认的法律事实，白纸黑字，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
人肆意抵赖和歪曲，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
可能得逞。“台湾个别人在国际上炒作这一议题，
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衅，是对
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公然违反，也是典型的‘台
独’言论，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这一言论在国际上
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
业，一定将继续得到联合国及广大会员国的理解
和支持。”赵立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