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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近日，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完善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
控、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组
织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进一步健
全节能减排政策机制，推动能源利用

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持续减少，实现节能降碳减污协同增
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确保完成

“十四五”节能减排目标，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方案》明确，到2025年，全国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
下降13.5%，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
控制，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20年分
别下降 8%、8%、10%以上、10%以
上。节能减排政策机制更加健全，重
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
排放控制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显著
成效。

《方案》部署了十大重点工程，包
括重点行业绿色升级工程、园区节能
环保提升工程、城镇绿色节能改造工
程、交通物流节能减排工程、农业农村
节能减排工程、公共机构能效提升工
程、重点区域污染物减排工程、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工程、挥发性有机物综合
整治工程、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工
程，明确了具体目标任务。

《方案》从八个方面健全政策机
制。一是优化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二
是健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三

是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
展。四是健全法规标准。五是完善经
济政策。六是完善市场化机制。七是
加强统计监测能力建设。八是壮大节
能减排人才队伍。

《方案》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各地
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
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节能减排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系
统观念，明确目标责任，狠抓工作落
实。要强化监督考核，开展“十四五”
省级人民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
考核，科学运用考核结果。要完善能

耗双控考核措施，统筹目标完成进展、
经济形势及跨周期因素，优化考核频
次。继续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
核。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要开展全民行动，深入开展绿色
生活创建行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
式的奢侈浪费，营造绿色低碳社会风
尚。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主题宣传活
动，加大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推
广力度，支持节能减排公益事业，引
导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自觉履行节能
减排责任。

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走近冬奥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记
者姬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于
近日抵达北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及
相关活动。

国际奥委会向新华社记者介
绍说，巴赫于 1 月 22 日抵达北
京，之后将于1月 25日正式开始
相关活动。

根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防疫手册》提出的闭环管理
原则，北京冬奥会入境涉奥人员和
相关工作人员均实行闭环管理。

新华社石家庄1月23日电（记者
杨帆）23日，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
（冬残奥村）（下称张家口冬奥村）预开
村，迎来首批“居民”。来自澳大利亚、
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先
遣团40余名成员先后抵达入住。

张家口冬奥村位于张家口赛区核
心区域，向南距古杨树场馆群10分钟
车程，北距云顶滑雪公园12分钟车程，
占地19.7公顷，总建筑面积23.9万平方
米，分居住区、广场区和运行区。

居住区由9个公寓楼组团和1个公
共组团组成；广场区面积约2.17万平方
米，由商业服务、赞助商服务、特许经
营、中医展示、文化活动等22个运营空
间组成；运行区是赛时将为村内居民、
访客、媒体等人员提供进出村服务的场
所，包括运动员班车站、代表团接待和
访客中心、媒体中心、安保中心等。

当天张家口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
按照工作流线和防疫要求，展开成员
接驳、测温消毒、安检注册激活以及行

李运送、公寓楼入住等全流程工作，有
序引导、组织首批居民入住。

此外，位于冬奥村内的广场区商
业当天开门迎客。该商业区内有特许
商店、便利店、运动员美发沙龙、中国
传统技能技艺展示体验区等22个运
营空间。

餐饮保障方面，当天中午11时，
运动员餐厅正式开餐。餐厅内部悬挂
的红灯笼、张贴的冬奥题材剪纸等中
国风装饰得到各代表团成员好评。

冬奥村内的综合诊所也开门运
行。综合诊所共四层楼，正式开村后
每天24小时运行，可提供英语、法语、
西班牙语、德语等多语种服务。

记者采访了解到，张家口冬奥村将
于1月27日正式开村，共运行53天，3
月16日闭村。冬奥会期间，预计接待
来自7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2020
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冬残奥会期间，
预计接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
的644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

张家口冬奥村预开村
迎来首批“居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抵达北京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高
敬）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生态环境
领域8项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污染物
排放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十四五”起步
之年良好开局，交出亮眼成绩单。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在
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
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指标
达到“十四五”序时进度要求；氮氧化
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

等4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顺利
完成年度目标。

蓝天更多。2021年，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率为87.5%，同
比上升0.5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3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1%。

作为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区域之
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其中，北京市2021年空气质量
首次全面达标。2013年到2021年，
北京市PM2.5浓度从89.5微克/立方
米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
数从58天下降到8天。

水环境更好。生态环境部总工程
师、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介绍，
2021年，全国水质优良（Ⅰ至Ⅲ类）水

体比例为84.9%，丧失使用功能（劣Ⅴ
类）水体比例为1.2%，顺利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水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了持
续改善的势头。

其中，长江流域2021年水质优良
的国控断面比例为97.1%，同比增加
1.2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干流水质达到
Ⅱ类。黄河干流全线达到了Ⅲ类水质，

其中干线有90%以上的断面达到Ⅱ类
以上水质，黄河水质得到显著改善。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时期优良水
体比例的目标定为85%，比2020年
83.4%的比例只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对此，张波表示，“十四五”时期，不宜过
于追求以水环境理化指标评价为主的
优良水体比例，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夯实
工作基础、补齐工作短板、提高工作质
效上。同时，要着力推动水生态环境保
护由污染治理为主向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三者协同治理、统筹推进转变。

2021年的蓝天碧水成绩单“出炉”

外交部：

中国政府决定再向汤加
提供三批紧急援助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伍岳）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
问时说，中方一直高度关注汤加的受灾情况，决定
在此前基础上再向汤加提供三批紧急援助。

赵立坚说，中方一直高度关注汤加的受灾情
况，正在通过多种渠道驰援汤加。在此前中国政
府向汤加提供首批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向汤
加提供1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的基础
上，中国政府决定再向汤加提供三批紧急援助：

一是提供第二批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的应
急救灾物资援助，中方将全力以赴、克服一切困
难，尽早将这些物资援助送到汤加；二是向汤加提
供一笔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三是通过邻近汤
加的中国驻斐济使馆，紧急筹措一笔价值100万
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包括饮用水、应急食品、发
电机、水泵、电锯等，这些物资今天已经装船运往
汤加。

赵立坚说，中方将根据灾情和汤方需要，继续
为汤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20—2021）》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近日，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20—
2021）》一书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20—2021）》一书
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
情况和试点示范情况做了全面评估，并围绕提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
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健全城市治理体系、推进城乡
融合发展五个方面，集中总结推出新型城镇化试
点示范等地区的140项典型做法，有助于各地推
广、实践。

财政部修订出台《财政
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记者申铖）记者
24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对《财政机关
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
《财政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于2022年3月1
日起施行。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修订过程中，主要
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依法修订，严格按照有关
上位法规定，调整行政处罚听证范围、完善听证规
则；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行政管理需要，聚焦解决行政处罚听证实践中反
映的问题；三是坚持高效便民。

修订后的办法对财政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作出
调整。一是新增部分听证事项，根据新修订的行
政处罚法规定，将“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
较大价值非法财物”等行政处罚种类纳入听证范
围；根据会计法、资产评估法等规定，将“责令会计
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责令资产评估机构停
业”等行政处罚措施纳入听证范围。二是删除部
分听证事项，根据财政行政许可事项取消情况，相
应删除“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取消政府采购
业务代理资格”等听证事项。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国兴CBD富力首府天盈广场写字楼
招商租赁公告

富力首府，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CBD、大英山金融集聚区。紧
邻日月广场商圈，政务、商务、文化、交通等省级资源环绕。项目建
筑面积约66万m2，涵盖高端写字楼、高端住宅、鎏金商业街等业
态，其中写字楼集群建面约27万m2，可为金融企业、成长型企
业、世界500强等全球优质企业入驻海南自贸港提供高品质的办
公空间。

天盈广场，富力首府首期交付现房写字楼。紧邻城市主干道
国兴大道，总建面约3.8万m2，涵盖LOFT办公/平层办公/商铺等
产品业态。定位金融科创中心，特色提供一站式招商运营服务，致
力通过一站式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富力首府天盈广
场，现房写字楼，建面53/73/212m2灵活办公空间，租金110元/
m2/月起，诚邀全球名企进驻。招商热线：18689577448。

海口市三江中学新建教学楼项目报建方案的公示
海口市三江中学新建教学楼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三

江中学内，三江中学项目总用地面积59021.76平方米，本次报建内
容为新建一栋四层教学楼，建筑面积2995.31㎡，占地面积588.06
㎡，建筑高度15米。现该方案报我局审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
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按规定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2年1月10日至2022年1月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美兰
区政府网站(http//www.meilan.gov.cn)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lqzjjghs@163.com;（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群上路62号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邮政编码：570203；（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336209，联系人：叶世龙。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月10日

受委托，定于2022年2月25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城南社区凤凰路

奥兰花园B商铺二层（建筑面积：211.44m2，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132.15m2）商业房地产。拍卖标的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条件便利；按

现状整体拍卖。参考价：人民币2,429,479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 万元。其他事项：本次拍卖标的物办理产权登记产生的所有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2月24日。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2年2月24日16:00（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之前来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金融花园D座1301房

电话：0898-66726455 13907558791

2022年1月25日

海南华中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本院根据申请人周华宝的申请，于2021年12月16日裁定受理

中航建设开发（海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2月27

日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为中航建设开发（海南）有限公

司管理人。中航建设开发（海南）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2

月28日前，向中航建设开发（海南）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6层B座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海南分所；联系人：林少勇；联系电话：13907599795，传真：

0898-66511800）。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中航建设开发（海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航建设开发（海南）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3月7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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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2022〕琼01破1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057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14日上午10:00时在海
口市公开拍卖：

1.海南万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1）标的公司项目类型：现代服务业——农产品（商品）流

通体系。
（2）标的公司项目名称：儋州万通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3）标的公司项下不动产：包括商铺、农贸市场、仓储、农

产品交易区等，占地约70亩，总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剩余
未售建筑面积约4.35万平方米。

2.海南鑫万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1）标的公司项目类型：现代服务业——农产品（商品）流

通体系。
（2）标的公司项目名称：东方万通农产品（商品）批发交易

市场项目。
（3）标的公司项下不动产：商铺、电商楼、仓储、冷链、农产

品交易区等，占地约162亩，总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
拍卖说明：
①上述两项标的整体拍卖。
②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亿元，未成交的原数退还。
③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3月11日。
④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至2022年3月11日止。
拍卖机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

幢A1003室。
电话：（0898）66753060、（0898）66753061、13005084060、

18808907588、13907581152。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55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山海泰实业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中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稷国金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中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三亚香

水岭投资有限公司70%的股权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

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

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联系人：蔡法官 联系电话：0898-66761630

公司合并公告
经三沙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三沙机场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简称：甲公司）、三沙市南沙岛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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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元，乙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合并后甲公司注册资本3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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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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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沙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沙市南沙岛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4日

万宁市兴隆温泉明阳山庄C7号别
墅、C8号别墅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1HN0026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转让万宁市兴隆温泉明阳山庄

C7号别墅、C8号别墅。标的建成于1993年，混合结构，总层高
3层，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两套别墅挂牌价均为：323.871万
元，竞买保证金均为：50万元。公告期为：2022年1月25日至
2022年2月24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
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联系
电话：0898-66558021，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
66558023，联系人：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
大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联系人：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月25日

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2年2月9日下午3:30以现场与视频相结合的形
式在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2年1
月24日，即截至2022年1月24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共两个审议事项：《关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报告》《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提案》。有
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
材料已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
hnb365@126.com 密码：syns0529，股东也可联系我行工作人员
获取。联系人：孙婧、刘霞红；联系电话：0898-88233811。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新华社香港1月24日电 （记
者韦骅）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
匹克委员会24日宣布，将派三名运
动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
人数为历届最多。

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日至20
日举行。中国香港代表队从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开始，连续六届获
得冬奥会参赛资格。

本次冬奥会，中国香港代表
队的三名运动员包括朱定文、金

和晓及翁厚全。其中滑冰运动员
朱定文将出战男子500米短道速
滑比赛，滑雪运动员翁厚全、金和
晓将分别参加男、女子高山滑雪
项目。

为了更好地让香港市民一同欣
赏冬奥赛事，此前香港无线电视台
宣布，将通过旗下的多个频道制作
及播出冬奥节目，并将在北京冬奥
会期间提供超过120个小时的奥运
直播节目和赛事精华。

中国香港代表队
将派三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中国香港滑冰运动员朱定文。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