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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2月24日

00:00-06:00对海南城域网进行业务优化调整，届时，海南乐

东、陵水、琼海、琼中、屯昌、文昌、万宁、五指山区域互联网访

问可能出现短时拥塞或卡顿影响。

不便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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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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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参考价：8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9日止。

报名及缴纳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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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7期)

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将

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
向社会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
有限责任公司。二、代理范围：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项目总投资：
约26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
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
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
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
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
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理工作方案；
(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的基础上，
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构单位。
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月
24 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
伍先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致以下公司：我单位系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鉴于你
公司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我单位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协商解
约告知函，限你公司于发布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单位协商解除
合同事宜（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南一环路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政务中心，电话：67606037），逾期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司自行承担。

一、海南祥隆国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26日签订的
《高端老人居住用地投资协议书》。二、海南博源融海置业有限公司
于2010年7月22日签订的《东水城项目投资协议书》。三、澄迈恒诚
实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香缇海韵产权式酒店投
资协议书》。四、海口市国家安全局于2013年6月16日签订的《海口
市国家安全局工作阵地投资协议书》。五、澄迈安华鼎盛置业有限公
司于2013年 2月 28日签订的《房地产居住及商业项目投资协议
书》。六、海南天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整
合开发北一环路项目周边地块投资协议书》。七、澄迈县惠恒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12日签订的《惠恒小区投资协议书》。八、
深圳世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东水港棚
户区改造投资协议书》。

特此告知。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12月22日

协商解约告知函

经三沙市天勤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甲公司)、三沙鼎鑫实业
有限公司(简称：乙公司)各方股东会决议：甲公司拟吸收合并乙公司，
合并完成后，甲公司存续，乙公司解散注销。合并前甲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乙公司注册资本20万元，合并后甲公司注册资本2020万
元。公司合并后，乙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权利、义务由合并后的甲公
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债务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法
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三沙市天勤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三沙鼎鑫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公司合并公告

受委托，将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2场
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1、梅赛德斯奔驰
WDDNG5EB及起亚YQZ7162A车各一辆，无底价1元起拍，保证
金分别为45000元、3000元；拍卖时间：2021年12月30日10时至
2021年12月3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2、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
路25号骏豪仕家2#住宅楼2层D2-215商铺（无底价拍卖），面积
133.02平方米，评估价2794085 元，起拍价1元，保证金286120元；
拍卖时间：2022年1月7日10时至2022年1月8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二、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
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三、
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会开始前1日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
示。四、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及房产的过户税、费及有
可能产生的物业费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咨询报名通道一：
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64266；通道三：15120880606；公
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罚没黑财”→
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
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
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1222期）

海口江东新区中冀建勘办公楼项目装
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中冀建勘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拟建的中冀建勘办公楼项目位于
国际交往组团JDWH-06-E12-02地块内。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批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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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规则》的要求，给予地上建
筑面积的3%进行奖励，奖励面积共计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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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021年12月22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官网（http://jdxq.haikou.gov.
cn/）、江东新区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自贸江东”、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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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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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

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条款）的通知
张志超：

鉴于你违反2010年12月26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关于股权
转让款付款履行期限的明确约定，一直拒不向本人詹玉玲付清全部
股权转让款，且在2021年12月12日《海南日报》刊登催告通知给你
的合理期限届满后，至今仍未向本人詹玉玲付清股权转让款，本人詹
玉玲现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1款第（二）、（三）项，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
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
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之规
定，正式通知你（张志超）：自即日起解除2010年12月26日《项目合
作框架协议书》中有关“詹玉玲将三亚美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转让给张志超”的合同（条款），对于本人之前转让给你的股
权依法予以全部收回。特此通知！

通知人：詹玉玲 2021年12月22日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在安徽省
合肥市西郊董铺水库旁的科学岛——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有“人造
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验装置（EAST）再度开机运行。

本月初，新一轮实验开始了。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
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告诉
记者，此次实验建立在对上一轮实验
结果的总结以及对EAST辅助加热
等系统升级改造的基础之上，目标是
让“人造太阳”向着更“热”更“持久”
发起冲击。

万物生长靠太阳，能不能在地球
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
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20世
纪中叶人类开始核聚变能源研究，20
世纪70年代中科院成立了研究托卡
马克的课题组，并逐步在合肥等地布
局设点。

高约11米，直径约8米，重400
余吨，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罐
子”——这就是EAST，汇聚“超高温”

“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

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罐”，用来模
拟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机制。

建成10余年来，合计超过万人次
的中外科研工作者，在这个大科学装
置上合力冲击“人造太阳”的梦想，先
后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
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电子温度1亿
摄氏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等国际重
大突破。

在EAST控制大厅，每隔一段时
间，警报灯闪烁，中央大屏幕上开始计
时，计时结束后，左上角的一行数字就
会增加。“105689”，这是记者近日去
采访时，看到的“人造太阳”的实验放
电次数。在今年5月28日凌晨，这个
数字还是“98958”，也正是这次，
EAST实现1.2亿摄氏度101秒等离
子体运行，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过去所里都是把科研人员送到
国外深造，如今越来越多外国学者来
到科学岛上‘取经’。”宋云涛告诉记
者，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开展“以我为
主”的国际合作，成立国际聚变能联合
研究中心，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合作交流关系，“在5年内将有至少
300位世界各地科学家利用EAST开
展研究工作。”

探索永无止境，“人造太阳”潜能
无限，核聚变研究的衍生技术正在悄然
改变我们的生活。合肥的地铁用上了
等离子体空气净化器，“质子刀”正成为
一项重要的癌症治疗手段。此外，太赫
兹、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等方面的应
用正在开展。宋云涛介绍，他们牵头成
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
院，与一些高能耗企业合作，联合开展

“双碳”等方面的成果转化。
记者在控制大厅看到了EAST实

验运行负责人钱金平，21年前他大学
毕业“登岛”研究核聚变，见证了“人造
太阳”从无到有的过程，如今又一次过
上“朝七晚九”的实验期生活。“目前
看，此轮实验至少要持续到明年 5
月。”钱金平告诉记者，就像运动员跑
步，速度是逐渐提上来的，“如今
EAST每天实验放电超过百次，在不
断地升温、放电过程中逐步检测性能，
最终达到最佳状态。”

目前，下一代“人造太阳”——中
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程设计，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正
在建设。如同中国神话传说里的夸

父，在宋云涛等科技工作者看来，新的
一年，“向着‘太阳’，再出发”。

（新华社合肥12月21日电 记者
陈诺 徐海涛）

向着“太阳”再出发

我国“人造太阳”开启新一轮实验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
赵文君）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
开展“治理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担”
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收费单位
9.89万家、共发现涉嫌违规收费金额
125.2亿元、已督促违规收费主体主动
退还54.46亿元。

这是记者21日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的。“治理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
担”专项行动在全国大规模组织跨省

份交叉检查，聚焦中介机构以及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机场、铁路、港口等交
通物流领域收费，水电气暖等公用事
业和商业银行收费进行重点检查。

在机场、铁路、港口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有：超标准超范围收费、重复收
费、只收费不服务、不执行收费减免政
策等。如有的机场超标准收取飞机清
洁等服务费用，超范围收取安检、旅客
服务等费用；有的铁路企业已经收取

运输作业服务费，又另行收取搬动道
岔费；有的港口堆场企业对集装箱收
取污箱费，却不按约定提供清洗服务。

在水电气暖等领域检查中发现，
不少水电气暖企业还在继续收取政府
明令取消的费用，如供热环节增容费、
管网建设费、用电报装工程调试费、燃
气工程接入环节收费、水电气热计量
装置费等。有的企业自设项目、自定
标准乱收费，如擅自收取所谓补卡费、

水质检测费、管道清洗费、维护费等。
有的企业强制用户接受其指定的设计
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向用户高价
收取材料费等。

在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方面检查
发现的问题有：强制入会收取会费、增
设从业要求强制收费、通过关联企业
强制收费、违规评比达标表彰并收费
等。

“治理涉企乱收费，不仅要治标更

要治本，从制度规则上消除乱收费的
土壤根源。”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
局长袁喜禄介绍，此次专项检查发现，
涉企乱收费不仅有政策不落实、走样
变通的问题，也有规则不够清晰、政策
不够完善、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要规
范促进这些行业和领域健康发展，让
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享受到政
策红利，坚定战胜困难挑战的信心，坚
定长期繁荣发展的信心。

退还54.46亿元，今年治理涉企乱收费见成效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为确保文昌龙楼地区重大安保任务期间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有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决定对文昌市部分

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

一、实施管制时间和范围。2021年12月23日0时至

24时，禁止运载易燃易爆危化品运输车、核载5吨以上货运

车辆（含拖拉机）进入文昌市管制路段，管制路段禁止停放

一切车辆。火箭发射前3小时，禁止无通行证的车辆进入

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等；火箭发射前1小时，禁止

一切车辆进入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解除管制时

间根据道路通行情况确定。

二、实施管制路段。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良

亩仔路口至铜鼓岭路口）；龙楼镇淇水湾大道、紫薇路、彩虹

南北路；清澜大桥。

三、注意事项。管制期间，请车辆驾驶人、行人自觉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信号灯和执勤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文明出行。

因交通管制造成的通行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21年12月20日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关于
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债权转让公开竞价公告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于近期将三亚中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良贷款债权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进行转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截至2021年10月31日，三亚中伟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8,999,999.90 元，正常
利息为人民币 8,590,500.00元，罚息为人民币2,503,054.16 元，
复利为人民币891,065.77元，合计人民币 80,984,619.83 元（备
注：实际本息数额以计算至交易基准日本息数额为准），五级分类
状态为可疑。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竞买人须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
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备注：原则上，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的具有不良资产处置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优先）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购买的人
员不得参加竞买。

三、公告期限：2021年12月20日起至2021年12月24日
（连续5天），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
保证金和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
公开竞价时间暂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9:00。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
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赵先生：13379958632，辜小姐：
18976869763；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举报电话：0898-
66505993。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31号海南银
行总部大楼。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杭州全域已为低风险地区
新华社杭州12月21日电（记者朱涵）记者

21日从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
判，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龙湖春江天玺17幢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杭州全域为低风险地区。

据了解，21日中午，龙湖春江天玺小区居民
收到了解封短信。截至目前，小区居民的健康码
已全部转为绿色。

自12月7日发现外地输入病例后，杭州市萧山
区第一时间对疫情防控重点小区进行封控管理，对
封控区内人员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并借助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手段，精准推进流调、排查、监测等工作，
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20日下午，龙湖春江天玺小
区全员进行第五轮核酸检测，其中重点管控楼宇已
经完成八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了解到，龙湖春江天玺小区解封后，原已
纳入集中隔离的密接人员在14天集中隔离结束
后，须继续在原集中隔离点实施7天健康观察。

下一步，杭州将继续科学精准地做好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有序放开社会面管控，同时将继续
对交通场站、酒店、商场、市场、景区景点等人员密
集场所进行管理，落实测温、扫码验码、戴口罩等
防控措施。在保障群众正常出行的同时，倡导“非
必要不出行”，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有本土病
例报告的地区所在设区市。倡导60岁以上老年
人和符合条件的人群接种疫苗，争取应接尽接，建
立人群免疫屏障。广大群众要持续保持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一米线”等个人防护措施。

12月21日，内地奥运健儿访澳代表团结束了
在澳门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图为代表团成员王
宗源（左）、吕扬在欢送仪式上。 新华社发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结束访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