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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现海南向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各壹

枚。特此声明。海南鑫鼎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澄迈合顺槟榔开发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破损，声

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村委

会后村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张汝起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太阳城商业

一条街C区6号楼402-2房《交房

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单》一张，票

据号为：0010539，金额：3052元，

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中洲国信建设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

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李博群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一本，档号为：3970，声明作

废。

●临高县多文林鸿图付食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40001594，声明作

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石油分公司遗失文昌市建设工

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临）建

字第 469005202000134 号,特此

声明。

●琼中康园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三亚椰聚椰子鸡餐厅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2001577427，声明作废。

初始登记公告
万宁市神州半岛D13地块九号院

A区多层住宅于2021年8月20日

完成初始登记，达到合同约定的不

动产权证办理条件。办证详情请

咨询中央会所二楼办证中心或致

电客户服务热线 95112，特此公

告！

万宁仁和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关于土地出租的公告
我公司拟对外出租位于文昌市会

文镇朝奎路的6142.36平方米土

地，具体出租土地面积以现场测量

为 准 。 联 系 人 ：杨 先 生

（13976686913），联系截止日期：

2021年12月15日。

●儋州成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3594908

912H）不慎遗失公章和法人（欧

勇）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聚百川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1687266

517M）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汤应卫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解放西路北六巷238号的不动

产权证书，证号：琼（2018）东方市

不动产权第0016674号，声明作

废。

●临高县化学纤维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20156115-

4，声明作废。

●海南沃克塔尔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证号：琼 B2-20200224，声明作

废。

●刘真不慎遗失白沙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售楼专用收款收据

1张原件，房号：白沙·福水安郡小

区 3 栋 609 房 ，收 据 编 号 ：

0001182，金额：138759 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青年诗人协会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28MJP356650G，现声明

作废。

通知
杨惠玲:

万宁市礼记镇文明路府前街市政

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于

2021年12月3日到账，请该项目

财务人员杨惠玲15日内来公司办

理退款事宜，逾期将由项目负责人

李少清代为办理。特此通知

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1日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海南隆居能实业有限

公司定于2021年12月24日上午

9点在国兴城B区7栋1单元3101

房。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题：关

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等事宜，望各

位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准时参

加 。 联 系 人 ：符 玲 ，电 话 ：

13876375158。

关于辞退叶平同志通知
叶平（身份证号：32102519690329

4215），你自2021年10月18日起

已连续旷工41天，已严重违反了公

司规章制度，我司根据《劳动合同

法》之规定，经研究决定对你予以

辞退，自该通知见报之日起，你所

发生的一切事宜，均与本公司无

关，特此通知！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 2021年12月11日

减资公告
中建投（海南）易筑装配式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号91460108MA5T
P7CW6D，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500万元减至
人民币100万元，请各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申报
债权。地址：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
泉口村路北500米，联系人：赵女
士 电话：024-23652421

减资公告
海南欣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代
码:91460000MAA92HAC25)经
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人民币1050万圆整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圆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省民政厅单位遗失机动车销

售 统一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146002020406，发 票 号 码 ：

00010951，遗失车辆合格证原件、一

致性证书、环保随车清单（车架号：

L1NSPGHB8LA016216,发动机

号：D3LU185511031001ED2）；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卓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 朱 掌 兵（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3199909190412）不慎遗失

海口容大博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 具 的 装 修 保 证 金 ，编 号 ：

1909565，金额：3000元，声明作

废。

●符永晴，何燕微不慎遗失文昌春

良实业有限公司天域华府二期1

栋2单元1304房的收据（收据金

额为：￥5831.00 元整），收据号

为：No1277751，声明作废。

●澄迈老城晴天百货商行不慎遗

失法人章，声明作废。

●文昌蓬莱金山酒店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050024151，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声明

印章作废声明
海口百得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

用章未备案，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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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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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现有两处大型洗车场转让
地处三亚市区繁华地段
联系电话:13121191234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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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东方江德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琼D6626挂牌号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

469007061263，现声明作废。

●海南恒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好菜椒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1610201，声明作废。

●海南金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环

市路1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

4690022014000296(更名）号，声

明作度。

●胡蓉元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7#

2102房收据1张，编号：7950806，

金额：10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徐墨翰不慎遗失昌江通盛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税款收据一张，编

号：5001744，金额：6836元，特此

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学校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260012080，声明作

废。

●海南港亘船舶柴油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大西南民族文化发展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好保村民委员会

公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12月10日，中国同尼加拉瓜在天津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
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如何看待中尼复交？这一事件传递出怎样的
信号？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

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
根据联合公报，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
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
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表
示，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已经达到了181个，这
充分体现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压倒性共
识，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就是回到国际共识上
来。阮宗泽说：“尽管台湾当局大搞‘撒钱’外交，
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断绝同台湾的‘外交
关系’。事实证明，台湾当局‘倚美谋独’、美国
等一些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都将彻底失败。
世界潮流、时代大势不会因为个别势力搞小动作
而改变。‘台独’分裂势力的路越走越窄，注定是
死路一条。”

水到渠成的正确选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前驻

古巴大使刘玉琴说，中尼两国复交，对于尼加拉瓜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而言，也大有裨益。

“近年来，中国通过中拉论坛等合作机制同拉
美地区国家深入交流合作，不断加强中拉关系发
展的民意基础。中尼两国复交体现了民心向背，
可谓水到渠成，是尼政府和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
选择。”刘玉琴说。

“尼中复交得到全体尼人民的支持。”尼加拉
瓜政府代表劳雷亚诺·奥尔特加说。

互利共赢的光明前景
专家认为，中尼复交将有助于两国推进各领

域交流合作，尼加拉瓜将有机会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从而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创造
新的福祉。

刘玉琴说，中尼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意味着两
国合作的政治障碍已被排除，两国企业可以顺畅地
相互考察、交流，中国出口的产品将助力改善当地民
生，中尼双方的合作项目也将为当地带来更多就业
岗位。“中国同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拉美国家加强经
贸合作，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重要积极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记者伍岳 潘
洁 李鲲）

一个中国原则是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专家谈中国和尼加拉瓜恢复外交关系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今年经
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全面
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对于我们凝聚共
识、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做好明年经济
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也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
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
斗，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实现
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我国经
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
性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
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
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年成绩来之不易，我们在应对
风险挑战的实践中进一步积累了对做
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持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
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
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
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
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
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稳
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
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
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
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
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
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做好经济工作，要聚焦主要任

务、抓好重点工作。明年经济工作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世纪疫情冲
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
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困难和挑
战明显增多。我们要坚定不移做好
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防范各种风
险，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
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
起来，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保持宏
观大局稳定。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各方面
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
策发力适当靠前。宏观政策要稳健有
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
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
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施
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规范市场秩序，
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营造各类所
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结构
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循环和产业
链畅通，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科技政策要扎实
落地，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继续开展
国际科技合作。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
发展动力，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
革试点等改革，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主动改革，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开拓新的增长点。区域政策要增强发
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社会政
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统筹推进经济
发展和民生保障，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
板，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推进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
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
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
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正
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要加强和改
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领导经济工
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必
须有系统思维、科学谋划。各级党委
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把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贯
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际行动
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
动上，体现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
民奉献的实际行动上。

明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运用好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人民日报社论

12月10日，中国同尼加拉瓜在天津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 新华社发

“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要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
障”……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住
房、养老、生育等民生问题，12月8日
至10日在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释放一系列重要信息。

就业优先：
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

带动力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
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
动力。”会议鲜明的观点，传递稳就业
积极信号。

这次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稳就业正是题中
之义。

会议要求，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
工和社会保障政策。

今年1至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今年我国就业基本恢复到了疫
情前的水平，但就业结构性矛盾分化
趋势有所加重、重点就业群体就业心
态呈现新变化、中小微企业等就业主
要创造者仍受到疫情影响，就业形势
依然面临一定挑战。”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
刚说。

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的就业
创业。会议强调实施新的减税降费

政策。
专家表示，这有利于强化对市场

主体，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的扶持
力度，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助力发挥各
种就业形态在就业方面的作用。

住房需求：
坚持“房住不炒”，支持

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
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会议要求，要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预期
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
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
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
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
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
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房住不炒’
既包括抑制‘炒’，也包括支持‘住’，
这个定位有利于夯实房地产长期平
稳健康发展的根基。当前形势下，这
对于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具
有重要意义。”

倪鹏飞认为，通过发展和利用保
障房、长租房、商品房，完善金融、土
地、税收等政策措施，有利于满足居民
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合理居住需求。

房地产业链条长、产值大，在国民
经济中举足轻重。业内人士表示，会
议提出“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
循环和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养老保障：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兜住兜牢
民生底线格外重要。会议要求，推进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据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
人口将突破3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
中度老龄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
国家战略，为老年人提供收入、服务等
方面的保障，要求我国加快探索和推
进一系列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胡宏伟说。

今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十四五”时
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
补充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年金
基金规模超过4万亿元。

胡宏伟认为，提升养老保险统筹
层次，有利于养老保险制度健康运
行、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协
调发展。

生育政策：
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
地见效。

今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决定》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重大决策。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目前，我国多地已陆续修订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上海将生育假由
30天延长到60天；青海给予男方看
护假15天……增设育儿假、延长产
假、发放补贴等举措成为亮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宋健表示，优化生育政策的
核心在于释放家庭生育意愿，这需要
社会各界通力协作，提升社会化服务
的支撑能力，缓解家庭生育、抚育压
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对好人
口老龄化压力。

共同富裕：
“蛋糕”既要做大做好，

又要切好分好

会议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
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
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把“蛋糕”切好分好。要发挥分配的功
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
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
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
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

目前，脱贫攻坚已取得胜利，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
文猛表示，会议强调发挥分配的功能
和作用，有助于更好促进收入分配合
理、社会公平正义。

冯文猛表示，慈善事业作为第三
次分配的主要方式，在促进共同富裕
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自觉自愿
是慈善事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则，有
助于让更多社会力量怀着使命感参
与其中。

能源供应：
做好保供稳价，倡导绿色低碳

会议认为，要确保能源供应，大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
稳价。

关于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
供给保障，会议认为，要坚持节约优
先，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在生产领
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
利用。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
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
幅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
紧，多种因素导致此前一些地方出现
拉闸限电。各级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保
证能源供应特别是民生用能，能源供
需紧张形势有所缓解。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高
级顾问韩文科表示，确保能源供应特
别是民生用能，事关经济平稳运行，
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国企是我国
煤炭、电力生产的“主力军”，要带头
保供稳价。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记者
樊曦 舒静 叶昊鸣 周圆 刘夏村 王
雨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民生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