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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下列房屋现对外招租：

1、房屋坐落于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33号，为原海

口市琼山自来水总公司办公楼，框架八层楼，总建筑面积

约2400平方米（一层256平方米，二至八层每层308平方

米），按现状整体或分层出租均可。

2、个人或单位均可承租，租赁期限不少于一年，不得

转租。

3、租金报价截止至2021年11月15日，按照报价高者

优先原则，确定承租方。

4、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8689567566

海口市琼山自来水总公司管理人

因G98环岛高速K50+400至K53+100段进行安全提升施工的
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需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
交通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21年10月25日至2021年11月
25日。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K50+400至K53+100段左幅（定
安往海口方向）。三、管制方式:（一）2021年10月25日至11月15日，
对G98环岛高速K50+400至K53+100段左幅（定安往海口方向）采
取封闭第一行车道和部分第二行车道的管制措施，应急车道通行车
辆。（二）2021年11月16日至11月25日，对G98环岛高速K50+400
至K53+100段左幅（定安往海口方向）采取封闭应急车道和部分第二
行车道的管制措施，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请途经车辆按现场有关交
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
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1年10月20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K50+400至K53+100段
左幅路面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澄迈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奋力开创澄迈
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西三横路 电话：0898-36961826 详 情 请 扫 码

厚植尊崇沃土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
中征缴期为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
日，个人缴费标准为320
元/人。（详情请扫码查看）

电 话 ：0898 — 12366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C5YC6N）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将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10亿元减少至人民币6亿元。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可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请求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仕欣，联系电话：0898-62821872

公司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38号7楼

减资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0月30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31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阿里拍卖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
//zc-paimai.taobao.com，户名：广东君信拍卖有限公司）举行拍卖
会，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广东君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前登陆淘宝阿里拍卖资产处置平台办理支
付宝竞买保证金缴纳和相关登记手续（详见网络要求）。看楼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0月29日。咨询电话：020-81856363、
13710739328叶先生。资料查阅及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8号【富力公园28】B2栋4501室。

标的名称

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
心）D栋1107房（带租约）

过户税费：各付各税

用途

住宅

以上项目整体竞价、加价幅度：2000
元或整倍数

建筑面
积（m2）

135.01

保证金
（万元）

6

起拍价
（万元）

60

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10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北侧、美苑路东侧，项目于2017年3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
请优化调整消防车道路线、车库入口位置；调整9#楼首层消防控制室
面积；6#商业楼室外钢楼梯位置、立面材质、色彩调整；商业综合体平
面功能布局调整，二层增加防火门，四层增设室外泳池；五层架空层
调整为公寓，五至二十六层塔楼整体轮廓内偏移200mm，塔楼立面
局部调整；地下一层设备用房、停车位布局调整，地下部分商业调整
为停车位，地下商业面积相应调整为3912.31m2，停车位数量调整为
608个；地下二层取消电梯井，停车位数量调整为401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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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至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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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盛达景都三期三区C0610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公告
尊敬的电信彩信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0月

22日00:00- 06:00对彩信平台进行优化，优化期间影

响彩信发送和接收。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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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分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
文件，是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的重要
依据。规划纲要指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

点，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
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区域内生
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富、城镇密
布、风物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
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
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
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
要的战略地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
大举措，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增强人口和经济承
载力；有助于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
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基地，助推形成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
开放新格局；有利于吸收生态功能区
人口向城市群集中，保护长江上游和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规划纲要明确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定位，即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
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根据规划纲
要，到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国际影响力大
幅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区域特色进一步彰显，支撑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到2035年，
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双城经济
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

极和强劲动力源。
规划纲要共12章，提出了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9项重
点任务，包括构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
格局、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富有
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共筑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联手打造内陆改革
开放高地、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
姬烨 汪涌 董意行）20日，奥运火种再
次来到北京！从希腊古奥林匹亚采集
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将开始在
神州大地的展示和火炬接力活动，这
也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大幕即将开启。

20日清晨6时许，随着北京冬奥
组委赴希腊代表团抵达首都机场，北
京冬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京。北京冬
奥组委特别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副
主席于再清手持火种灯走出舱门。

火种欢迎仪式于当天上午在国
家体育场“鸟巢”北侧的奥林匹克塔
举行。这里曾在2008年见证了一届

“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会，而在明年
2月4日，“鸟巢”将上演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北京也将随之成为世界首
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
的“双奥之城”。

火种欢迎仪式首先通过视频回顾
了在希腊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火种采集
和交接仪式。伴随全场期盼的目光，北
京冬奥会火种灯进入了活动现场。北
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接
过燃烧的火炬点燃仪式火种台。熊熊
燃烧的奥林匹克之火，将在中国人民心
中重燃奥林匹克运动的激情和梦想。

随后，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
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发布北京
2022年冬奥会火种展示和火炬接力
计划。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按照“简
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

奥组委坚持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
首位，将传统火炬接力与火种展示活
动结合起来，创新打造北京冬奥会火
炬接力活动。

火炬接力活动以“迎接冰雪之

约 奔向美好未来”为主题，以“健康·
欢乐·活力”为口号，精简传递规模，
增加展示活动，将分为火种展示、传
统火炬传递和网络传递三个部分。

根据安排，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

后，首先将结合奥林匹克火炬接力主
题展览，在奥林匹克塔进行展示。部
分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和北京冬
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将结合企业公益
项目，广泛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
冬奥会理念。在冰雪资源较为丰富、
冰雪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也将结合
各种冰雪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展示。

2022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
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将开展传
统的火炬传递活动，共有约1200名
火炬手参与传递。北京赛区火炬接
力着重彰显“双奥之城”的独特魅力，
延庆赛区着重展现“最美冬奥城”的
全新形象，张家口赛区着重展示打造
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的丰硕成
果。此外，北京冬奥组委还将开展火
炬网络宣传推广活动。

仪式尾声，伴随火炬主题歌曲响
起，火种被再次引入火种灯，并被护
送至奥林匹克塔天穹厅，正式开启了
火种展示活动。

仪式现场，北京冬奥会仪式火种
台首次亮相，其创意灵感来自中国传
统青铜礼器——尊。与此同时，火种
灯、火炬接力标志和火炬手服装也首
次在国内亮相。

北京冬奥火种抵达北京
火种展示和火炬接力计划公布

北京冬奥会火种灯。
新华社记者 汪涌 摄

在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冬奥组委特别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
再清（左）手持火种灯走出舱门。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
稿源单位名单》公布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王思北）为
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丰富互联网
新闻信息供给，国家网信办20日公布了最新版《互
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名单涵盖中央新闻
网站、中央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地方新闻网站、地
方新闻单位和政务发布平台等共1358家稿源单
位，并首次将公众账号和应用程序纳入。2016版
《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同时作废。

与2016版稿源单位名单相比，新版名单数量
大幅扩容，总量是此前的近4倍。同时，新收录一
批理论网站和媒体、专业财经类网站和媒体、军事
类网站和媒体，及一批涉及经济社会民生领域的行
业媒体。大幅扩容政务发布平台，为各地各部门政
策发布、权威发声提供有力保障。

国家网信办新闻发言人表示，即日起，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息时，必须依据
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执行，对
超范围转载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下一步，国家网信办将对稿源单位名单实行
全程动态管理，“有进有出”。对符合要求的，及时
增补纳入；对违反法律法规、出现信息安全责任事
故等问题的稿源单位，及时采取冻结、移除等处置
措施，推动稿源单位强化责任意识、把关意识，提
升内容质量和运行安全，确保网上始终正能量充
沛、主旋律高昂。

据农业农村部20日消息，目前秋粮收获近八
成，近期的连阴雨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秋粮增产
已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连
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图为10月20日，农民驾驶收割机在山东省
临沂市郯城县田间收获水稻。 新华社发

今年秋粮增产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