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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韦延科（身份证号：452524196708230217）：
你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和《海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的规定，本机
关拟对你作出如下处罚决定：处以货值金额一倍的百分之二十的罚
款，即人民币4980.00元（肆仟玖佰捌拾元整）。因无法直接送达，
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案号：澄综执
告字〔2021〕第NY067号），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
关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对此有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和第六十
三条、六十四条之规定，可在收到本告知书5日内到海南省澄迈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
利。特此公告。联系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1号；联
系电话：0898-67621552。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月5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
梁锡财（身份证号：452524196802070272）：

你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和《海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的规定，本机
关拟对你作出如下处罚决定：处以运输费用金额450.00元的三倍
罚款，即人民币1350.00元（壹仟叁佰伍拾元）。因无法直接送达，
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案号：澄综执
告字〔2021〕第NY059号），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
关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对此有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之规定，
可在收到本告知书5日内到海南省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陈
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1号
联系电话：0898-67621552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月5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

我公司发展战略需要，自2021年12月23日起撤销文昌市支
公司潭牛镇营销服务部（机构编码：000005469005008、许可证流
水号：0244927）、保亭县支公司南茂农场营销服务部（机构编码：
000005469029001、许可证流水号：0061396）。原营销服务部的
新老业务、交费、保全、理赔、咨询等后续服务工作转入对应的上级
支公司，客户也可以通过中国人寿寿险APP办理业务，各项业务服
务保持不变。文昌市支公司地址：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北路3号；联
系电话：0898-63223373；保亭县支公司地址：保亭县保城镇保兴
东路；联系电话：0898-83661297；客服热线：95519。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撤销
文昌市支公司潭牛镇营销服务部和保亭县支公司

南茂农场营销服务部的公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三亚崖城互通改建工程进行施工的需要,
为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施工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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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0日至2022年4月28日。
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286+088至K287+705崖城

互通段。
三、管制方式：管制期间，对管制路段采取封闭双幅应急车道的

管制措施，未封闭的车道正常通行。
届时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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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5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K286+088至K287+705段
改建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公告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2日裁定受理海南普

信人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信人合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1年12月10日作出〔2021〕琼9023破5号《决定书》，指定海
南维特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清算管理人，依法管理和处分普信人
合公司的财产。现本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
关规定，作出如下公告：一、债权人应于2022年2月21日前，向普
信人合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17号财
盛大厦22楼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召清律师，联系电
话：19989755001)申报债权；二、普信人合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普信人合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及相关材
料；三、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2月25日9时在该院第
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四、本公告30日期限届满。特此公告！

海南普信人合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月4日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1月7日

00:00～04:00分别对5G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

优化地区的5G用户移动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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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5日

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根据海南房地产人才科技开发中心对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有

限公司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7日裁定受理对
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申请，并于2021年12月16日
指定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担任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清
算组。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1-
8号信恒大厦1楼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联系电话19534306802
（张律师）］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报债
权，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的，清算组应予登记，但在公司
清算程序终结后才申报的，清算组不予登记。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
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中天物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125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1月24日10时起至25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采
用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三亚市河西区解放路华宝石大酒店第
五层东南侧（现第五层北01房），建筑面积为 274.97m2，参考价为
9600元/m2，保证金：100万元。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全部
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2022年1月17日至21日。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有意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1月21日17时前与我司联

系，预约查看标的时间，并于拍卖会前在阿里拍卖资产处置平台上
进行实名登记注册按淘宝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电话：0898-66736719 18976476929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2022年
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乌

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
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增进了两
国人民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乌守望相助、携手抗疫，彰显了两

国人民深厚情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乌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愿同泽连斯基
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
为契机，推动中乌关系和双方各领

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泽连斯基表示，30 年来，乌中
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双方各
层级交往密切，务实合作富有成

效。乌方对两国互利合作的广阔
前景充满信心，愿持续深化两国
人 民 传 统 友 谊 ，加 强 各 领 域 合
作，推动乌中战略伙伴关系向前
发展。

就中乌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2022年
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塔关
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历史最好水

平。特别是近年来，两国率先构建发展
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树立了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双方战略互信日
益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
互坚定支持，各领域合作蓬勃开展，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民和衷共济、守
望相助，彰显了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塔关
系发展，愿同拉赫蒙总统一道努力，以
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塔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打

造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拉赫蒙表示，在两国关系史上这一
重要时刻，我向您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致
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当
前，塔中友好和各领域互利合作持续发

展，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并
积累了创造性经验。塔中关系互惠互
利，建立在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基础上，是高质量新型国家关系。我
们对两国关系发展现状表示满意，坚信
塔中关系将迈向更长远的未来。

就中塔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月 4日电 （记者
成欣）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
国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3日共同
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
竞赛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军控司
司长傅聪4日在相关媒体吹风会上
说，中国是五核国联合声明的积极
推动者，为联合声明的达成贡献了
重要智慧。

“这是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
器问题共同发声，也是继2000年五
国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晤并发表声
明后，再次就重大国际议题共同发
声。”傅聪说。

傅聪进一步介绍了声明的主要亮
点：一是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
得”，核武器应服务于防御目的、慑止
侵略和防止战争；二是重申不将核武

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三是强
调维护和遵守双多边军控协议和承诺
的重要性；四是强调避免军事对抗、防
止军备竞赛。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渲染大
国竞争，导致大国战略安全关系日益
紧张，军备竞赛有不断加剧之势。五
核国发出防止军备竞赛的明确信号，
有助于以协调合作代替大国竞争，构
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傅聪说。

傅聪表示，中国为推动五核国发

表联合声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
声明磋商过程中，除推动各方同意强
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外，中方
还推动写入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
此或其他任何国家等重要内容。“应
该说，目前声明体现了五核国核政策
的最大公约数，内容是积极的。中方
希望五核国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努
力，特别是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
基础的核威慑政策，承诺互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并就此谈判缔结国际法律
文书。中方愿继续为此作出积极的

努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1月

4日起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十次审议大会再次推迟。傅聪表
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裁
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
际安全体系的关键支柱。五核国在
相关会议前夕发表声明，发出了五核
国共同致力于减少核冲突风险、维护
全球战略稳定的重大信号，为推动大
会取得成功、加强核领域国际治理注
入了正能量。

傅聪说，中方认为，国际社会应以
相关会议为契机，充分肯定《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的重要作用，重申对往届审
议大会成果的承诺，平衡推进核裁军、
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
就维护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发
出明确信号。

傅聪表示，五核国是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法定的核武器国家，理应在此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下一步，五核国应进
一步就战略稳定问题加强沟通，围绕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
用，以及反导、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
广泛议题进行深入对话。中方愿继续
与其他四国加强沟通协作，增进战略
互信，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
界发挥领导作用。

外交部官员：

中国为推动五核国发表联合声明作出重要贡献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发布，办法明确——

掌握超百万用户信息的
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
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国家网信
办获悉，国家网信办等十三部门近日联合修订发布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办法明确，掌握超过100万
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
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办法指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
络产品和服务，网络平台运营者开展数据处理活
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进行网络
安全审查。

办法所称网络产品和服务主要指核心网络设
备、重要通信产品、高性能计算机和服务器、大容量
存储设备、大型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网络安全设备、
云计算服务，以及其他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网
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网络产品和服务。

根据办法，网络安全审查将重点评估产品和服
务使用后带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
受干扰或者破坏的风险；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者大
量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非法利用、非法
出境的风险；上市存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
据、重要数据或者大量个人信息被外国政府影响、控
制、恶意利用的风险等国家安全风险因素。

据悉，这一修订后的办法将于2022年2月15
日起施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四部门：

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垄断
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国家网
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2022年3月1
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影响网络
舆论、规避监督管理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服务
规范，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
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
从事违法活动或者传播违法信息，应当采取措施
防范和抵制传播不良信息。

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用户权益
保护要求，包括保障算法知情权，要求告知用户其
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公示服务的基本原
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保障算法选择
权，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
者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贵州毕节在建工地山体滑坡
共致14人遇难
搜救工作结束

据新华社贵阳1月4日电（记者骆飞 李凡）
记者从贵州省毕节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经相关部门
全力搜救，截至1月4日14时05分，毕节市金海湖
新区一在建工地山体滑坡17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找
到，其中14人遇难，另外3名被搜救出的伤者在医
院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救援工作已结束。
相关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正有序开展。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
清单管理的措施，规范权力运行，更大
程度利企便民；决定实施企业信用风
险分类管理，推动监管更加公平有效。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将
全部行政许可事项纳入清单管理，有
利于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市场
信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会议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2022 年版）》。会议要求，一是各
省、市、县在今年底前编制完成本级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依法设定的行政

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其中。各地编制
清单的基本要素应相对统一，推动实
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区同要素管理、
同标准办理。凡上级设定、本地区实
施的事项及其基本要素，各地在编制
本级清单时不得超出上一级清单范
围。二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严格
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程序要公开
透明，使企业形成明确预期。对清单
内行政许可逐项制定实施规范，明确
许可条件、申请材料、审批程序、收费
标准等并向社会公布，执行中不得增

加附加条件或限制。清单之外一律
不得违法设立和实施行政许可。对
以各种名义变相设立的行政许可一
律予以清理，并对相关责任人严肃
问责。三是依法依规加强监管。对
列入清单事项逐项明确监管主体、
重点环节、监管规则和标准等。对
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公众健康以及
潜在风险大的领域实行重点监管。
四是提升服务效能。在实施行政许
可中，推行告知承诺、集成服务、一
网通办等方式，为企业和群众办事

提供更多便利。
会议指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

础。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市场
环境，要依法依规推进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管理，相应采取“双随机、一公
开”等科学精准的监管措施，使监管
对诚信经营者“无事不扰”、对违法失
信者“无处不在”。一要科学构建企
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及时归集
企业登记注册、备案、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按照

一视同仁的要求，对各类所有制企业
信用风险进行分类。二要运用分类
结果提高监管效能，防止乱作为、任
性执法。对低风险企业合理降低依
法监管抽查比例和频次，对高风险或
有不良记录的企业依法有针对性加
大随机抽查、现场检查等力度。加强
相关部门协作，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和安全的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
领域，实行重点监管、全链条监管。
探索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施科
学有效监管，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
留出发展空间。三要加强风险监测
和预警。通过大数据分析、重点指标
监测等，及早发现企业异常情况和风
险，适时对企业进行提醒，前移监管
关口，化解风险隐患。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