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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馆举行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快闪活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日前，
北京市冬奥示范助残社会组织的 50
多名代表受邀在国家体育馆举行了冬
残奥会倒计时 100 天快闪活动。
19 名来自北京通州区运河星志愿

者服务队的残友和家属组成打击乐队，
演绎了《北京欢迎你（冬奥版）
》。19名成
员包括4名儿童，
其中最小的年仅5岁。
另外一组表演者由30位轮椅模特
组成，
他们来自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李楠

社会工作事务所和北京市肢残人协会
轮椅模特队。这群特殊的朋友们在《听
北京说你好》的背景音乐中完成演出，
表达出他们积极乐观的阳光心态。
通州区运河星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3 年 3 月，注册于 2017 年 10 月，发
起人为重度自闭症儿童母亲，团队大
部分成员来自困境家庭和残疾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李楠社会工作
事务所成立于 2012 年 2 月，发起人本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十一号卫星

人为肢体残疾人员。该事务所曾向冬
奥组委举荐 9 位冬奥会、冬残奥会残
疾人志愿者，最终 4 位志愿者被冬奥
组委录取，3 名成为正式志愿者，1 名
成为冬奥会的候补志愿者。

最高检提出“七号检察建议”
——

遏制利用寄递渠道实施违法犯罪多发势头
据统计

11 月 25 日 7 时 41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十一号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
箭的第 13 次飞行。
新华社发

2017 年至 2020 年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寄递毒品犯罪 6063 件 11235 人
起诉寄递枪支弹药爆炸物犯罪 5290 件 8782 人

公安部要求严厉打击
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犯罪活动

起诉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 537 件 1153 人

“七号检察建议”包括哪些内容？
“七号检察建议”指出

“检察建议书”提出

近年来不法人员利用“网络+寄递”形式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大幅攀升，但寄递行业监管涉及多个管理部门，
邮政管理力量薄弱，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安全问题成
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短板。
同城直送、众包配送和智能快递柜等新业态不断涌
现，
但没有执行实名收寄、
收寄验视、
过机安检等制度。物
流寄递、
跨境寄递数字化、
网络化日趋复杂，
一些大宗货物
托运行业也从事寄递业务，
安全监管职责主体不清。
邮政管理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协作配合不够；部
分寄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等制度在执
行中流于形式；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安全意
识和责任意识淡薄，防范寄递违法犯罪的意识能力有待
提高。

全面深入调研寄递安全监管方面
存在的问题，
研究制定新时代强化寄递
行业安全监管的政策措施
对同城直送、
众包配送和智能快递
柜等寄递新业态，
以及大宗货物托运行
业从事寄递业务等问题，
商有关部门出
台相应管理规定，
完善行业规范，
消除
监管盲区
完善寄递行业日常监管、行业自
律、信用惩戒、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全方
位监管体系，加大日常巡查、专项检查
工作力度，
通过定期、
不定期检查、
抽查
或明察暗访等方式，
实现常态化监管

建议细化实名收寄、
收寄验视、
过机安检
“三项制度”
的操
作规范，
推广验视留痕、
人脸识别、
二维码扫描、
寄递系统与身
份信息绑定等经验做法，
推进实名收寄和收寄验视制度落地
落实
督促寄递企业加大物品验视和安检环节投入，
逐步配备
智能化程度高、
便于携带的安全检查设备和专业检查人员
健全行业诚信制度和退出机制，
将寄递企业涉案情况纳
入信用体系
并且，
建议健全从业人员考评机制，
适当提高关键岗位入
职门槛
完善从业人员培训制度
积极开展预防寄递违禁品宣传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刘硕 戴小河）

制图 杨/千懿

记 者 25 日 从
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为遏制利用
寄递渠道实施违
法犯罪多发势头，
推动强化寄递安
全法治化治理，最
高检日前向国家
邮政局制发最高
检第七号检察建
议，促进寄递行业
堵塞管理漏洞，健
康持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翟翔 熊丰）
记者 25 日从公安部获悉，针对一些地方医疗美容
领域制假售假、非法从业、发布虚假广告、借
“医美
贷”
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突出，
导致医美事故频发
的情况，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近日下发通
知，部署进一步加大对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药品
安全领域突出犯罪活动打击力度。
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食药侦部门聚焦人民群
众
“急难愁盼”
问题，围绕医美产品生产经营企业、
医美服务机构、直播带货平台等重点部位和重点
环节进行排查，并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犯
罪。要强化破案攻坚，深挖彻查，打准打狠，适时
组织统一集中收网，彻底摧毁犯罪网络。
通知强调，要加强与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
门沟通协作，规范案件移送、涉案物品保管处置、
检验鉴定和认定等工作，并将案件侦办过程中发
现的行业问题和漏洞及时通报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形成打击整治工作合力。

广告·热线：
66810888

关于 G98 环岛高速 K296+118 盐灶河大桥改造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 G98 环岛高速 K296+118 盐灶河大桥进行加固改造的需要，
为
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
现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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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4 月 12
日（节假日期间不作业）。二、管制路段：
G98 环岛高速 K295+930 至
K296+305 段盐灶河大桥（三亚境内）。三、
管制方式：
（一）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封闭 G98 环岛高速 K295+930 至 K296+
305 段盐灶河大桥右幅（三亚往乐东方向）第一行车道，
第二行车道和
应急车道正常通行。
（二）2021 年 12 月 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封闭
G98 环岛高速 K295+930 至 K296+305 段盐灶河大桥右幅（三亚往乐
东方向）所有车道，
由三亚往乐东方向的车辆借该路段左幅第一行车

道通行，
左幅（乐东往三亚方向）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
（三）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2 日（其中 2022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15 日及 4 月 3 日至 4 月 5 日恢复正常交通），
封闭 G98 环岛高速 K295+
930 至 K296+305 段盐灶河大桥左幅（乐东往三亚方向）所有车道，
由
乐东往三亚方向的车辆借该路段右幅第一行车道通行，
右幅（三亚往
乐东方向）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届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
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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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

海口市丘海警苑铺面、金润大厦住房招租公告

粮所仓库招租公告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
QY202111HN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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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海秀路 111 号环立大厦 707 房；
2、海口市大同一横路老干
部活动中心附楼 5 楼和 6 楼；
3、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马鞍街 3 号宿舍楼
1-2 层；4、海口市文明东路 25 号临街铺面。以上项目第一年租金
89454 元、2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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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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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1 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
电话：
0898-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 年 11 月 26 日

项目编号：
QY202111HN0283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资产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1、海
口市灵山墟粮所 3 间(1、2、3 号)仓库；2、海口市演丰镇粮所桂林洋
分站仓库 1-1、1-2 号和塔市仓库 1、2 号；3、海口市三门坡粮所 3 间
仓库;4、海口市谭文粮所 3 间仓库；5、海口市东山粮所 1-1、1-2 号
仓；6、海口市大坡粮所仓库。二、招租价格：489 元/月、3936 元/月
不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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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告期：2021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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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7 麦先生、0898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
窗口，电话：
0898-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 年 11 月 26 日

项目编号：XZ202109HN021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以下房产：
1、海口市丘海大道 176 号丘
海警苑 25 间铺面整体招租；2、海口市文华东路 7 号金润大厦 10 间
住房分别招租。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省外光伏项目公司的股权及债权
整体转让公告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 1053 期）

项目编号：
QY202111HN0285 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持
有的江西雄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西家化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江
西天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含广昌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襄阳旭昊晟
新能源有限公司）、玉山县云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享
有的对曲周县联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一、挂牌底价不
低于人民币 14374.22 万元。二、公告期为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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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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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 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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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2016)琼 02 强清 2 号

申请人孟宪奎与被申请人三亚纨美海洋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纨美公司)强制清算申请一
案，因申请人孟宪奎向本院提出撤回强制清算申
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
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
裁定准许申请人孟宪奎
撤回强制清算申请。
特此公告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0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序号
标的名称
招租面积 租赁限期 挂牌底价/年租金 竞租保证金
1 丘海警苑 25 间
3732 m2
5年
2257032 元
850000 元
铺面整体招租
2 金润大厦 10 间
176.6 m2/套
4年
57980 元/套
20000 元/套
住房分别招租

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
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3%。公
告期：
2021年11月26日至2021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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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4 号窗口，
电话：
0898-66558003施女士、
65237542李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11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zc-paimai.taobao.com，户名：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在
线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琼 E13316 丰田牌 GTM6481AD 小型普通
客车。保证金 1 万元。2、琼 E13393 兰德酷路泽普拉多 JTEBX3FJ 小
型越野客车。保证金 2 万元。3、琼 E16781 丰田 JTEBX3FJ 小型越野
客车。保证金 2 万元。4、琼 E18216 宝马 WBAKU210 小型越野客
车。保证金 4 万元。5、琼 EA3180 丰田 JTEBX3FJ 小型越野客车。保
证金 2 万元。6、琼 E13839 奥迪牌 FV6461ATG 小型越野客车。保证
金 2 万元。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洋浦经济
开发区滨海大道 85 号。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和交付，均不含车牌和
指标。有意竞买者须登录注册淘宝账号及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
买保证金参与竞拍，具体要求详见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网络拍卖
平台告知的相关准则。电话：0898-66753061、18808907588。公司
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 33 号瑞宏大厦 A 幢 A1003 房。

关于进行《<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文昌市昌洒镇镇区开发边界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国土空
间规划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局拟按程序调整《文昌市总
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文昌市昌洒镇镇区开发边界”。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
公示时间：
30 天（2021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5 日）。2、
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 2 号文昌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和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
询电话：
0898-63332128，
联系人：
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11 月 26 日

江东·开维一期项目装配式建
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船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江东·开维一期项目位于江
东新区国际高教科研组团地块 A07、C15、C17 地块。根据海口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审核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本项
目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29-2017）的要求，给
予地上建筑面积的 3%奖励，奖励面积共计 2772 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
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
事。1. 公示时间：
10日（2021年11月26日至2021年12月5日）。2.公示
地点：
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
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
hksjdglj@
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
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
邮政编码：
571127；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
逾期视为无意见。4. 咨询电话：
65686617,联系人：
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 年 11 月 26 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南生茂高技术发展公司等 1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27,611.83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海口、洋浦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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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
资产涉及的债务人管理人员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与参与标的资产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标的资产涉及的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失信被执行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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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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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形态 资产所在地

币种 债权金额（万元）

1

海南生茂高技术发展公司

债权

海口市

人民币

8,539.53

2
3
4
5
6
7
8

海南睿丰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海南欣源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布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海口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埔制药有限公司
海口民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洋浦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海口市
定安县
海口市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967.79
864.74
2,170.99
1,177.21
4,293.08
694.73
979.32

9

海南鑫马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

海口市

人民币

2,677.77

10 海南光辉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

海口市

人民币

2,423.10

11

债权

海口市

人民币

916.56

12 东方市华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

东方市

人民币

1,907.02

海南商道实业有限公司

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
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公告有效期：
30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
3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刘先生、高女士、曹先生。联系电话：0898-68667384；0898-68560463；0898-68536310。电子
邮件：liuxiaodan@cinda.com.cn;gaoyirong@cinda.com.cn；caodeya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
道 121-8 号信恒大厦 17-18 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0898-6855609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子邮件：
yanxiaoyan@cinda.com.cn；
wuchuang@cinda.com.cn。
资产包明细表：

行业

抵押和担保情况
其他情况
抵押物为海南生茂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位于琼山五岳管区尚导经济社的 55073.3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海南省高级 已经法院判决生效，
中国信达海南分公司对
其他制造业
人民法院于 2019 年作出撤销原琼山市人民政府收地决定的行政判决，
土地使用权仍归担保人海南生茂房地产公司 该债权项下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具体
享有）。
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抵押物已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义龙路支行。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批发业
保证人海南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纺织服装、
服饰业
保证人四川龙泉渡假村、
布鲁斯（成都）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布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保证人海南太阳房地产（香港）有限公司；
王娟。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批发业
担保人海南金牛药瓶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限公司。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医药制造业
信用贷款。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零售业
抵押物已由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拍卖并过户给买受人。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海南鑫马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海口市南沙路的土地及地面附属物（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2003）字第
房地产业
006519、006520 号）为主债权设定抵押，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但 2018 年 9 月 5 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琼民终 492 号《民事判决书》，
认定工行海口市国贸支行对前述抵押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海南光辉工程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海口市南沙路 25 号的土地及地面附属物（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 Q17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13 号）为主债权设定抵押，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批发业
保证人张春田、
刘成英、
殷志海、
高永英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终结执行，
具体债权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批发业
抵押物已拍卖抵偿给工行

特别提示：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