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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万宁乌场一级渔港项目疏浚土
公开转让

项目编号：QY202111HN027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万宁乌场一级渔港项目疏

浚土，数量约52.32万立方米，挂牌价为33.04元/m3，竞买保证金
500万元。

公告期：2021年11月19日至2021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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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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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

遗失声明
三亚全金城商务休闲会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552751355N；公 章 一
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文昌广艺时尚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特
此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局不慎将
中国建设银行陵水支行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遗 失 ， 账 号 ：
46001005736053000574，核 准
号：Z6410000267501，声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镇东江村委会新村
村民小组基本户开户许可证遗失，
核准证号：J6410017660002，特
声明作废。
●张菲菲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曦海岸项目4号楼1单元
1005房收据，编号为：0006070，
金 额 为 ：100000 元 ；编 号 为 ：
0006071，金额为：1220582元，声
明作废。

临街商铺一、二楼整体出租
位于龙昆南75号新华文化广场
一、二楼商铺整体出租，总面积
2642平方米，可用于商场、超市、
办公、培训等，价格面议。
有意者请联系：
卢先生13876813103

减资公告
白沙万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本

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

从6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李东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D 区二期 A 组团
G7-1-402购房收据一张，编号:
0005222，金额:3943098元，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良酉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1991147，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水务局不慎将
中国建设银行陵水支行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遗 失 ， 账 号 ：
46001005736053001061，核 准
号：Z6410000371904，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百佳乐门业遗失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商铺出租

减资注销

讣告
海口市第一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

养所军休干部赵清山同志，因病救

治无效，于2021年11月20日下午

5时30分病逝，享年70岁。赵清

山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1

年11月22日上午9点30分在海

口殡仪馆南海厅举行。特此讣告。

海口市第一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2021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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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管道工程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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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万宁市龙首河桥头村至罗万村段

清淤疏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向公众进行

信 息 公 告 ，详 见 http://www.

tongjihbzx.com/a/xinwenzixun/

gongshixingxi/141.html。

陈主任：0898-62168477。

万宁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2日

讣 告

碧桂园·海南之心1802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
片区，项目于2019年4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小区景观道
路、增加出入口门廊、取消屋顶铝窗及栏杆等内容。方案调整后，各
项规划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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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至12月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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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碧桂园·海南之心1802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30日上午10时在儋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公开拍卖：儋州市那大镇解放北路181号医院内1台

医疗专用设备（医用X线摄影系统（DR）），参考价：10万元，竞买保

证金：2万元。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1月29日止。

报名及缴纳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1月29日

下午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儋州辉建拍卖有

限公司，账号：1013869700000138，开户行：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那大信用社），并凭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儋州市那大镇水岸名都一期11、12号商铺

联系电话：0898-23881390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014期)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
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在第三次“一带
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阐明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
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合作
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
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推
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须正确认

识和把握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
势。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
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
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
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
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越是面
临这样的新形势，越是要以高标准、可持
续、惠民生为目标，坚定不移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们要保持战
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统筹发展和安
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

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积极
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坚持以高标
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指
明了前进方向。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给世
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的严重挑
战，各国只有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开放包
容、互联互通，才能相互助力、互利共
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的是聚焦
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
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8年来，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致力于

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把基
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
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
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最终
目的是通过全方位互联互通，更好融入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
发展。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
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
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
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
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
献。新征程上，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高标准、可持
续、惠民生为目标，同各方一道，建设更
加紧密的“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坚持走

团结合作、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之路，共
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
标？要积极对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
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
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
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
规。要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
路，把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经济
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让各国都从
中受益，实现共同发展，同时确保商业和
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
善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

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
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
在在的贡献。民生工程是快速提升共
建国家民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要加强
统筹谋划，形成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
合作成果。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
航。面向未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
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我们就
一定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
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让各国互联互通
更加有效，经济增长更加强劲，国际合
作 更 加 密 切 ，人 民 生活更加美好 。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共建“一带一路”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1 日至 22日，今冬第三轮寒潮
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气
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江淮、江南等地降温如“换季”。同
时，寒潮还将和暖湿气流共同制造
大范围降水，其中东北部分地区又
迎暴风雪天气。中央气象台 21 日
三预警齐发——暴雪、海上大风黄
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8时至23
日8时，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
6℃—10℃，华东将成强降温中心，其
中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
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2℃，局地
14℃以上；大部地区将有 4—6级偏
北风，阵风7—9级。

23日早晨，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
降至本轮寒潮过程的最低点，最低气
温0℃线将位于长江中下游至四川盆
地北部一带，江南南部最低气温将降
至4℃左右，创下半年以来气温新低。
南方不少地方白天降温也比较明显，
如江淮、江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从20℃
出头降至10℃左右，降温如“换季”。

同时，南下冷空气与低层偏南暖

湿气流交汇，21日南方地区有较大
范围降水，其中重庆北部、湖南南部、
福建北部局地有大雨。

未来三天，降雪中心均稳定在东
北地区，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
夹雪，部分地区有大雪，其中，黑龙江

东部和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等地部
分地区有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
暴雪（30—40毫米）。

气象专家分析，相比上次寒潮
天气带来的降雪过程，此次东北降
雪重心更偏东，黑龙江中东部部分
地区降水量或将突破历史同期极
值。鹤岗、佳木斯等地可能遭遇 11
月下旬最强降雪。降雪伴随大风，
将导致部分地区遭遇暴风雪天气。

本次寒潮过程降温幅度虽不及
上次（11月4日至8日）过程，但由于
前期基础气温较低，降温后更冷。目
前冬天的前沿在中东部地区推进到
了安徽、江苏一带，这次寒潮过程也
将推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入冬进程。

专家提醒，预计此次寒潮过程东
北部分地区将新增积雪深度5—15厘
米，局地可达25厘米以上。积雪未消
又添新雪，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
等地需关注暴风雪对交通、城市运行、
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同时，22日
中东部大部气温将显著偏低，尤其是
江淮、江南东部及华南等地，随后气温
又将持续回升。近期气温多变，公众
需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
黄垚）

今冬第三轮寒潮东移南下 中央气象台三预警齐发

东北又迎暴风雪 南方多地降温如“换季”

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记者林苗
苗 倪元锦）11月22日是“世界针灸日”。针
灸由“针法”与“灸法”组成，是中医的传统瑰
宝之一，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专家介
绍，具有悠久历史的针灸在治疗颈椎病等“现
代病”方面具优势。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主
任医师赵建新介绍，针灸具有疗效显著、安全
可靠、不良反应少等优势。从常见的颈椎病、
偏头痛、腰椎间盘突出症、面瘫，到疑难的老
年重症带状疱疹、顽固性失眠等疾病，针灸的
疗效显著。

此外，针灸还很适合治疗疼痛类疾病。
针灸具有良好的止痛效果，国内外研究显示，
针灸对于头痛、肩痛、腰痛以及带状疱疹的后
遗神经痛等，疗效甚至胜过很多止痛药物。

“比如，我在临床中常用的‘腰突五穴’，
只有五个穴位，操作手法也比较简单，对很多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来说能够缓解腰腿疼
痛，改善腰椎功能，提高生活质量，适合在各
级卫生医疗机构推广应用。”赵建新介绍。

“电针深刺”是针刺疗法中比较特殊的一
种方法，是指用一次性无菌针灸针深刺进穴位
后，再在邻近穴位的针柄上通电。赵建新介
绍：“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实践中，常
规针刺深度常常达不到预期效果，可能是因为

‘病深而针浅’。通过增加针刺深度，并配合电
针治疗，可加强疏通经络的效果。目前，电针
广泛应用于脊柱和神经相关疾病的治疗中。”

赵建新说，对于服药效果不佳或身体状
况不允许长期用药的患者来说，针灸是非常
值得尝试的疗法之一。从针灸疗法的自身特
性上来讲，更适合一些病位在头面、皮肤、肢
体、关节的病症，比如面神经麻痹、面肌痉挛、
痤疮、带状疱疹、湿疹、荨麻疹、颈椎病、肩周
炎、膝骨关节炎、坐骨神经痛、下肢无力等。

针对进行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专家提
示，针刺和艾灸都属于中医外治法，具有一定
的“开表”作用，表现为针后或灸后毛孔打开、微
微出汗，需要注意避风防寒，以免再次感邪。

专家：

针灸在治疗
“现代病”方面具优势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
者夏子麟）身份确认、测温、安检……
11月20日上午，43个“代表团”和1个

“观察团”分阶段陆续通过北京冬奥村
（冬残奥村）接待中心欢迎大厅，开启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运行测试。

据介绍，为全面检验北京冬奥村
（冬残奥村）赛前运行状态，本次测试工
作对代表团注册、居民服务、餐饮保障、

核酸采样等场景进行了全流程测试。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居住区

公寓分为135平方米、165平方米、190
平方米、220平方米4个户型。公寓除
设有卧室、洗手间和客厅以外，还专门
布置了代表团办公室和会议室等功能
空间，可以满足各代表团开会、协商等
功能。”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
行团队住宿副主任说。

除良好的居住条件外，冬奥村的餐
饮也是一大亮点。北京冬奥村（冬残奥
村）场馆运行团队餐饮副主任纪晔介绍，
在冬奥村（冬残奥村）开村期间，运动员
餐厅每天24小时供餐，共设置世界餐
台、亚洲餐台、中餐餐台、明档、清真餐
台、鲜果台、面包和甜品台等12种餐台。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
团队综合服务副主任杨敬枫介绍，冬

奥村（冬残奥村）作为赛时运动员及随
队官员的家，除了提供优质的住宿、餐
饮服务外，还将提供医疗、交通、健身、
娱乐、商业等各方面服务。

21日上午11点，北京冬奥村（冬
残奥村）运行测试圆满结束。据统计，
本次测试人员规模共计2415人，参测
人员513人，观察团261人，工作保障
人员1641人，组成43个代表团和1个

观察团参加运行测试。针对在运行测
试过程发现的问题，北京冬奥村（冬残
奥村）将及时召开测试座谈会、内部总
结会，形成测试情况报告，提出整改方
案并推进落实。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位于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核心区南部，占地23.6公顷，
由总建筑面积38.66万平方米的20栋公
寓楼、1个运行区和1个广场区组成。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开展运行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