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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一、招租标的:五指山市解放路与奥雅二横路交叉路口海南省烟
草公司三亚公司五指山营销部综合宿舍楼第一层铺面，建筑面积
220.00m2，竞租底价9057元/月。

二、租赁期限：五年。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13日，有意竞租者请前往

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五指山营销部办公楼二楼办公室登记报
名，我司将提供《竞租规则》和《房屋租赁合同》范本，并于10日上午
10:00组织统一实地看房。地址：海南省五指山市奥雅二横路8号，
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86623448。

四、竞价时间：2021年12月16日上午9:30
五、竞价地点：海南省五指山市奥雅二横路8号五指山营销部办

公楼三楼
六、报名条件：有意竞价者，在报名期间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和复印件办理报名手续。以单位名义参加竞租的，须提供营业执

照原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书。
七、保证金：铺面的竞租保证金为人民币3万元，保证金不计利

息，竞租者须在报名期限内交纳，否则不得参加竞租，竞租者需凭保
证金存缴交凭证到五指山营销部二楼办公室领取保证金收据。竞得
者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竞得者全额退还保证金。如竞得者违
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开户单位：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三亚分行 银行账号：21-751001040011131
八、备注：本次公开招租的房屋仅限用于商业用途且不得用于经

营下列项目：销售或储存瓶装燃气等易燃易爆的物品；餐饮项目；娱
乐场所；农药产品等有毒有害化学品；汽车维修保养清洗业务；其它
容易产生消防安全隐患，产生噪声、振动、刺激性气味、环境污染等的
经营项目，以及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项目。

九、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所有。

五指山市解放路与奥雅二横路交叉路口铺面招租公告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1年12月17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

现状拍卖：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一路7号国瑞城雅仕苑7
栋 2 单元 11 层 1103 房，建筑面积 94.52m2，套内建筑面积
71.38m2；不动产权证号【HK441008】。参考价229.62万元，竞买
保证金3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16日16：00交纳竞买保证金

并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网址：www.ronghepm.com
公司名称：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声明
大院餐饮服务（海 南）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7日股东会决议：原
大院餐饮服务（海南）有限公司公
章作废，特此公告。

致歉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
局:2021年11月28日，本人赖光
亮 （ 身 份 证 号 ：
450923198909043015）在电力设
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过程中，未
能严格按照《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的要求，不慎误碰电力线路，导致
110KV永秀N4-N5号故障跳闸，
给贵局造成十分不良影响，这是本
人工作上的失职。因此在此郑重
的向贵局致歉!本人将认真汲取教
训，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杜绝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此致敬礼!

赖光亮 2021年12月6日

遗失声明
陵水桃园建材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原件
及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陵水新村万荣海水养殖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原件及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恒利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7MA5RC67D35）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分行金融机构代码证遗
失 ，该 金 融 机 构 代 码 为 ：
C1040346000800，代码证编号
为：2014460002733。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洋浦经济开发区邮政局营业所
金融机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
代码为：C1040346000646，代码
证编号为：2014460002724。该
代码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营业所金
融机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
码为：C1040346000659，代码证
编号为：2013460000706 。该代
码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宝岛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23，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3。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西华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35，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4。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西庆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47，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5。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东干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50，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6。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八一农场支行金融机构
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62，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7。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海头镇营业所金融机构
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74，代码证编号
为：2014460002729。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以
(2021)琼0108执3532号《执行裁
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已
将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
持有的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00602 号 不 动 产 权 证 项 下
676.1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至
李锡曙名下,依据《土地登记办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
(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0602
号不动产权证项下676.15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登记。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胜利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86，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9。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光村镇营业所金融机构
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98，代码证编号
为：2014460002728。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八一糖厂营业所金融机
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
为：C1040346000812，代码证编
号为：2013460000722。该代码
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白马井镇涌泉大街营业
所金融机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
构代码为：C1040346000824，代
码证编号为：2013460000723。
该代码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红岭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836，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24。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城北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848，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25。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新盈农场营业所金融机
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
为：C1040346000661，代码证编
号为：2013460000707。该代码
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营业所金
融机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
码为：C1040346000673，代码证
编号为：2014460002723。该代
码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文化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685，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09。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那大镇东坡路营业所金
融机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
码为：C1040346000697，代码证
编号为：2013460000710。该代
码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兰洋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09，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1。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西联农场支行金融机构
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711，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12。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206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 12月 13日
10:00 在 中 拍 平 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淇水湾陆号样板间
W94 和 W97软装退出物资一批
(具体数量以现场实物展示数量为
准)。参考价：41100元；保证金：
10000元。展示时间及地点：12
月9-10日；文昌市龙楼镇亿隆城
建投资有限公司。有意竞买者请
于2021年12月10日17:00前将
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具体
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竞买须
知》。电话：18689568397；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
楼41层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11215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2月15
日 10:00 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公
开 拍 卖 琼 E15013 奥 迪 牌
FV6461ATG小型普通客车，参考
价7.8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12
月14日16:00（到账为准）截止缴
纳，12月13日起海口龙华区复兴
城D1栋一楼停车场预展。参与竞
买需取得“小客车指标”，拍卖车辆
不含原车辆号牌。公司地址：海口
市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一单元
1- 801 房 ，电 话 ：0898-
66723114、1303609911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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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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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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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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新州营业所金融机构代
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0851，代码证编号
为：2013460000726。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那大镇鼎尚营业所金融
机构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
为：C1040346003299，代码证编
号为：2013460000692。该代码
证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市解放北路支行金融机构
代码证遗失，该金融机构代码为：
C1040346003790，代码证编号
为：2018460004990。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洋浦支行金融机构代码证遗失，
该 金 融 机 构 代 码 为 ：
C1040346003905，代码证编号
为：2018460004989。该代码证
作废，特此声明。
●万宁市后安镇曙光村民委员会
第二经济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海南世纪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李永辉）法人章，声明
作废。
●海南三亚茶叶进出口公司海口
公司不慎遗失海口市金牛岭市百
货仓库东侧土地证一本，证号为：
Q0665，声明作废。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
结宗教工作的成绩经验，深入分析
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系统阐
述了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新思想新
理念新战略，明确了坚持我国宗教
中国化方向、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
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
和政策举措。

统战、宗教工作部门负责人和
专家学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表示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结合实际抓
好落实，不断开创党的宗教工作新
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
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
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
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

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田向利表
示，这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符合宗
教和宗教工作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和
具体情况，是完全正确的，是行之有
效的，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完整、准确、全面
理解和贯彻，切实做到想得深、看得
透、把得准、用得好。

浙江省民宗委主任鲍秀英说，
浙江将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精神高度融合，打造宗教和谐进步
样板区、平安宗教建设示范区，为
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作出应
有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我
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上海市民宗局局长花蓓表示，上
海将引导宗教界挖掘教义教规中有
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

的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支持各宗教加强思想建设，用广
大信教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阐释经
典，同时坚持实践推动，引导宗教界
为人民城市建设、提升城市软实力贡
献力量。

“江西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方面有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江
西省民宗局局长曹国庆说，下一
步，江西将继续深入引导宗教界充
分认识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必然性、
必要性，梳理总结江西宗教中国化
的历史经验，探索推进宗教中国化
的方式方法。

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表
示，甘肃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在推进宗教中国化
上不断取得新成绩：“抓好新型宗
教活动场所建设，推动国大于教、
国法大于教规、教民首先是公民的
理念根植人心，推动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一支

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
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
建设。

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张训谋表示，作为宗教研究工作者，
要提高政治站位，用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
方针政策指导宗教学研究，自觉把
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
导向统一起来。同时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会议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推动研究创新，为实践提供
智力支持。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宗教学学科
和课程设置，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
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风雷表示，

要发挥好宗教学对宗教工作的支持
作用，在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
训、宗教工作干部培训中充分利用高
校宗教学资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蒲长春表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结合党的宗教工作实
践，立足中国宗教现状和问题，同时
借鉴古今中外的宗教学成果，推动形
成具有独立性、体系性的中国化宗教
理论。

“作为宗教学研究人员，我们要
充分发挥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积累
雄厚、多学科人才汇聚的资源优势，
围绕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需要，加强
对国内外宗教形势、宗教政策法规研
究，为宗教工作提供高效、有力的理
论和智力支持。”中国社科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说。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
高蕾 王琦 徐壮）

凝心聚力，不断开创党的宗教工作新局面
——统战、宗教工作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
我国宗教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全国
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
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明
确要求，对于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
作，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
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我国各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历来
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
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相适应的特点。
各宗教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中国
化、本土化的传统，主动适应社会，
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

会、和谐包容的优良传统，自觉维护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
俗，履行社会责任。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
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
中国化逐步深入。实践证明，只有
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
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与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
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宗教与所处社会相适应，是世
界各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也
是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然要求。
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要
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充实时代
内涵。必须深刻认识到，核心价值
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

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
础，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坚
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要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
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各宗教深
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
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作
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
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使我
国各宗教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
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
国统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就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和顺、社会
和谐、民族和睦。

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
局面，就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深入推
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
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
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
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要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
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要切

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
出问题。

团 结 就 是 力 量 。 实 行 宗 教 信
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
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
众团结起来。信教群众和不信教
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
是 一 致 的 ，都 是 党 执 政 的 群 众 基
础。在新的征程上，坚持党的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
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宗
教更好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
社会责任，我们就一定能够最大限
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
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外交部网站发布
《美国民主情况》报告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郑明达）外交
部网站5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通过列举
事实、数字和各国相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梳
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
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以期美国完善自
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

报告全文约1.5万字，除序言和结束语外，还
包括“何为民主”“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两
部分。

报告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
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
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
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
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
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

报告说，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
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
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
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
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报告从“制度痼疾
积重难返”“民主实践乱象丛生”“输出所谓民主产生
恶果”三个方面详述了美国民主的异化及其弊害。

报告说，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
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
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
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
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
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

报告说，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性紧迫挑
战。各国应该超越不同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
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求同存
异、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结束访港
新华社香港12月5日电（记者韦骅 潘毅）

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5日结束了在香港为期
3天的行程，大量市民沿途欢送。

这次内地奥运健儿访港是“时代精神耀香江”系
列活动之一。代表团成员来自12个比赛项目，有29
名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和3名教练
员，其中包括“亚洲飞人”苏炳添、乒乓球名将马龙等。

访港期间，代表团走进伊利沙伯体育馆、香港
理工大学、香港体院等，与香港各界进行广泛交
流、深入互动，受到了香港市民的热情欢迎。

香港市民的热情让代表团成员们备受感动，
马龙说：“此次访港感受到了香港同胞的热情，彼
此的情感没有因为疫情而疏远。无论在哪，都会
有热心的市民和我们打招呼，这非常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