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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王
宾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已收到
美方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将根据国际
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

有记者问：据报道，消息人士称美
国政府近期向中方提出，拟派主要来
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18名官员
赴华，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为美运动员
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接下来还可能

将为另外近 40 名官员递交签证申
请。请问中方能否证实？是否将批准
相关人士签证申请？

“我可以证实的是，中方已收到美方
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赵立坚说，此前，

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在没有受到
邀请情况下，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
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对
于美方要派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来华
并提出签证申请，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

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

克精神，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
任何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赵
立坚说。

外交部回应美官员冬奥会来华申请

将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处理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王逸涛 郭中正）据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2月27
日00时55分，经过约6小时，神
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
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
员翟志刚、航天员叶光富安全返
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此次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
天员第4次出舱。舱外活动期
间，先后完成了全景相机 C 抬
升、舱外作业点脚限位器安装

及相关工效验证、携物转移验
证等任务，同时，进一步验证了
核心舱气闸舱、舱外服、机械臂
的功能性能，进一步考核了出
舱活动相关技术、舱内外航天
员协同以及天地协同能力，为
后续出舱活动进一步积累了
经验。

后续，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
组将投入下一阶段在轨工作任
务，以“感觉良好”状态迎接新年
到来，这也将是中国航天员首次
在太空跨年。

12月2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结束出舱任务返回。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
者任沁沁 熊丰）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
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车辆
信息变更“跨省通办”、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恢复驾驶资
格考试“跨省可办”……公安部回应群
众新要求新期待，推出9项交管便民
利企新措施。

记者27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
获悉，公安部近日发布了新制修订的
3个部门规章，其中，《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自2022年4月
1日起实施，《机动车登记规定》自
2022年5月1日起实施。

此次公安部推出9项交管便民
利企新措施，包括 3项便利车辆登
记新措施：推行私家车新车上牌免
查验，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
通办”，推行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
办”；4项便利驾考领证新措施：推
行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全国“一证

通考”，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跨省可
办”，优化驾驶证考试内容和项目，
新增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2 项
减证便民服务新措施：推行申请资
料和档案电子化，推行部门信息联
网共享核查。

公安部还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管
理机制，加强公安交管执法规范化建
设，对发现民警辅警和工作人员违规
办理机动车登记、参与驾驶人考试作
弊、参与买分卖分等问题的，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据介绍，近年来公安部陆续推
出“全国通办、一证快办”等69项交
管便民改革措施，窗口改革已惠及9
亿多人次，互联网服务惠及32亿多
人次，为群众和企业节省办事成本
800 多亿元。今年 6 月 1 日起推行
的12项交管改革措施，已惠及2亿
多人次，其中8000多万名驾驶人申
领电子驾驶证。

公安部再推9项交管新措施

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
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

新华社北京12月 27日电 （记
者李恒）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2021- 2025 年）》（以下简称《规
划》），指出将尘肺病等职业病严重的
重点行业职工依法纳入工伤保险保
障范围，将符合条件的职业病患者家
庭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规划》指出，“十四五”期间职业
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旧职业病危害日益交织叠加，
职业病和工作相关疾病防控难度加
大；二是职业健康管理和服务人群、
领域不断扩展，职业健康工作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三是职业健
康监管、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能力还
不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四
是部分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和用人单
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中小微型企
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

《规划》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突出重点，精准防控；改革

创新，综合施策；依法防治，落实责任
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深入实施职
业健康保护行动，强化政府、部门、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四方责任，进一
步夯实职业健康工作基础，全面提升
职业健康工作质量和水平。

职业病防治工作如何落实？《规
划》指出，以粉尘、化学毒物、噪声和
辐射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领域
为重点，持续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和专项治理。建立中小微型企业
职业健康帮扶机制，完善职业病防护
设施，改善工作场所劳动条件。加强
职业活动中新兴危害的辨识、评估和
防控，开展工作压力、肌肉骨骼系统
疾患等防治工作。

《规划》强调，持续实施尘肺病等重
点职业病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将尘
肺病等职业病严重的重点行业职工依
法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实施尘肺
病筛查与随访，加强尘肺病等患者的救
治救助，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将

符合条件的职业病患者家庭及时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遭遇突发性、紧
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的，按规定
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此外，《规划》在主要任务中设置了
中小微型企业职业健康帮扶行动、职业
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职业健康科
技创新重点任务和全国职业健康管理
信息平台建设4个专栏。其中明确，中
小微型企业职业健康帮扶行动的目标
是，在矿山、建材、冶金、化工、建筑等重
点行业领域开展职业健康帮扶行动，推
动中小微型企业规范职业健康管理，提
升职业健康管理水平。

《规划》要求，到2025年，职业健
康治理体系更加完善，职业病危害状
况明显好转，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显著
改善，劳动用工和劳动工时管理进一
步规范，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得到有
效控制，职业健康服务能力和保障水
平不断提升，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显
著增强，劳动者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印发《规划》

职业病严重的重点行业职工
可获工伤保险保障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布

《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
人权善治根基》研究报告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国人权研究会
27日发布《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
基》研究报告。报告揭示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
政治利益和全球霸权地位，在国际人权领域大搞
人权政治化，采取选择性、双重标准、单方面强制
等手段，严重侵蚀了全球人权治理赖以支撑和运
行的重要基础，对全球人权事业发展构成重大威
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破坏性后果。

报告包括美国人权政治化的历史进程、美国
人权政治化举措的深层原因与表现形态以及美国
人权政治化行径严重危害全球人权善治部分。报
告指出，美国对人权态度的历史演变显示，无论是
早期对人权的漠视甚至拒斥，还是后期热衷于将
人权作为大棒到处挥舞，本质上都是将人权视为
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依据人权与其政治战略的契
合关系来决定对人权的态度。

报告指出，美国将人权政治化所导致的恶果使
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人权非政治化是全球人权
治理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前提，防止和遏制人权
政治化，是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
将首次在太空跨年

遗失声明
海口琼山咸来惠点专营店遗失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代码：146001440202，号码：

62389801-62389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百源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法人章（高运能）、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云享飞度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7MA5TKJXQ6U) 不 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王

洪景)、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冯学宁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6198503170024，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三门坡保丰农药店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一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湾逗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陈运丰）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何华遗失海南新佳旅业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的海南三亚半山半岛

钓鱼台·美高梅 1-715房收据2

张，编号：XJ0004775、XJ0004773，

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兴倍通信商行不慎

遗失中国移动押金发票一张，号

码：2373050，金额：15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南宝镇武郎村委会依义村民小

组遗失临高农商银行南宝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18196401，

账号：210813001003500000466，

声明作废。

●宁辉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土福湾世知度假酒店E幢4312房

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英州私字

第9729号，声明作废。

●林夏妃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 执 业 证 书 ， 证 号 ：

110460100003726，声明作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工会委员

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814600000623491957，

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17年12月3日凌晨一点

半在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惠明路

水利沟附近发现一名女婴，姓名不

详，并将其抱养，取名陆涵，经去我

县公安部门采集陆涵的DNA在

公安部门打拐库进行对比，未发现

比中结果（截止 2021年 12月 16

日）。现登报寻找该女婴亲生父母，

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

过来认领。逾期将由本人抚养。

联系人：符美娟

电话：13036028083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国家级非人灵长类种质资源与模

型研发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现向公众进

行信息公告，详见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 鄢 工 ：

0898-88225370。 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仰卉拟继承王涛遗留的坐落于海
口市滨海大道 76号吉欣海景苑
C2-23A-C房一套[产权证号：海
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30652
号]，如有异议请即日起七日内向
本处提起。联系人：张公证员，电
话：68563965。

减资公告
海南理程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YG3Y94）经股
东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3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2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电话：18089807113 刘桂华

声明
本公司已于2021年12月22日正
式解除与SUN PEI CHEN（孙培
真，护照号：562******）女士之间
的劳动合同关系，特此声明。
爱丁堡国际糖尿病医院（海南）有
限公司

2021年12月28日

三亚市旺铺招租
春光路二巷，一楼 200m2，二楼
400m2。三亚湾路 225 号，一楼
440m2，二楼露天550m2。
吕：15008035216，18289555628

招商公告
海甸溪核心商圈，70-1100平方米
临街旺铺火爆招商中，诚邀品牌商
家，抢占财富先机！
财务热线：0898-32939111
地址：海甸沿江一西路金都二期项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2002）第19-
0143号土地证和换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547号
洪辅民向我局申请办理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大致坡镇中心横街，使用
权面积为84.31平方米的琼山籍国
用(2002)第 19-0143号土地证换
证登记。现通告注销上述《国有土
地使用证》,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
自本通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
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给洪辅民换发上述宗地
的《不动产权证书》。特此通告。
联系人：陈孝媚，电话：65360879。

2021年12月27日

减资公告
经股东研究决定，东承科技有限公
司（91460000MAA90AH17Y）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元整减至人民币100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要求公司清偿债权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特此公告！联系人：郑
义林，电话：15040147166。

减资公告
海南迈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G
LAW2L)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柯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经合伙人决定注册资本由原
来的人民币 117.6001 万元减至
39.2001万元，原债权债务人自登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

●王建荣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新华

区城西乡丁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海口市国用（95）字第33054

号，声明作废。

●澄迈县瑞溪镇群庄村民委员会

北文村民小组遗失澄迈县瑞溪农

村信用合作社基本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7674601，声明作

废。

●海南和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Y6GD2E）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林凡（出租人）遗失坐落于晋江

村186号201房的房屋租赁凭证，

编号【2021】第 57168 号，声明作

废。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工会委

员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副本、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证号：

工法证字第 210600606 号；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代码：

324066524，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京师（海口）律师事务所隋

鹤律师于2021年12月26日遗失

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

14601201610733071，流水号为：

NO.11330973，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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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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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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 1387629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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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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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先生13853660113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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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声 明

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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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

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
要取得决定性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王思北）
记者27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对我国“十四五”时期信息化发展作出部署安
排。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决
定性进展，信息化发展水平大幅跃升。

对“十四五”时期信息化发展目标，规划提出，
到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信息
化发展水平大幅跃升。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
备，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数字经济发展质
量效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数字社会建设稳步推
进，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全面提升，数字民生保障能
力显著增强，数字化发展环境日臻完善。

此外，规划还部署了建设泛在智联的数字基
础设施体系、建立高效利用的数据要素资源体系、
构建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体系、培育先进
安全的数字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体系、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打
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构建普惠便捷
的数字民生保障体系、拓展互利共赢的数字领域
国际合作体系、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化发展
治理体系等10项重大任务。

12月27日，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在深圳开幕。本届
高交会线下展会12月27日至29日举办，展期3
天；线上展会 12月 27日至31日举办，展期5
天。图为观众在高交会上体验VR冬奥游戏。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在深圳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