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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冬奥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5日表
示，北京冬奥会是各国运动员的盛
会，也是人类团结和友谊的象征。中
方有信心与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
各方一道，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冬奥盛会。

国际奥委会日前表示，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已于22日抵达北京。25

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说，中
方欢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来
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及相关活动。

“巴赫先生曾多次表达对北京冬
奥会的祝福和支持，我们对此高度赞
赏。”赵立坚说，“北京冬奥会是各国
运动员的盛会，也是人类团结和友谊
的象征。我们有信心与包括国际奥
委会在内的各方一道，为世界呈现一

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
另有记者问：据柬埔寨媒体报

道，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将应邀出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发言人能否证实
并介绍情况？

赵立坚说，柬埔寨是中国传统友
好邻邦，坚定支持中方举办北京冬奥
会。西哈莫尼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
友，我们欢迎西哈莫尼国王来华见证北

京成为首座“双奥之城”的历史性时刻。
还有记者问：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国会议长朴炳锡将来华出席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中方欢迎朴炳锡议
长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
韩互为重要友邻，今年是两国建交30
周年，韩国是上届冬奥会东道国，韩
方一直积极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

冬奥会，这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也是
中韩友好的表现。中方愿同韩方一
道，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同
时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加强两国各
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推动中韩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此前，已有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
织负责人表示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

外交部：

北京冬奥会是人类团结和友谊的象征

1月25日，在北京冬奥会
开幕倒计时 10天之际，100
余名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
旗仪式，并进行出征宣誓。

图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部
分成员宣誓出征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发（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供图）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誓出征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记者李春宇）记者25日从北京冬
奥会延庆赛区获悉，中国体育代
表团先遣团已于 25 日上午入住
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目前，
已有 60 余名来自中国、波兰、瑞
士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
以及国际奥委会成员入住延庆冬
奥村。

北京冬奥会延庆冬奥村（冬残

奥村）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由居住
区、广场区和运行区三部分组成，设
有餐厅、综合诊所、特许商品零售
店、健身娱乐中心、银行、咖啡厅、花
店、传统文化展示区等，尽力满足参
赛人员的各类需求。

据悉，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
已于 1 月 23 日预开村，将于 1 月
27 日正式开村，每天 24 小时运
行，直至3月16日闭村。

中国体育代表团先遣团
入住延庆冬奥村

新华社洛杉矶1月24日电（记
者高山）美国奥委会24日公布了截
至目前参加北京冬奥会的223名运
动员名单，这是美国在冬奥会参赛史
上运动员人数第二多的一次，仅次于
2018年平昌冬奥会时228名运动员

的规模。
根据美国奥委会的新闻公报，

代表团中最年轻的运动员是16岁
半的华裔花样滑冰女选手刘美贤，
年纪最大的是40岁的单板滑雪运
动员、冬奥“四朝元老”尼克·鲍姆

加特纳。
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莎拉·赫

希兰德表示，奥运会凝结了美好人性
和精彩竞技，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
将如此；美国运动员们已经蓄势待
发，让这个国家为他们骄傲。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突破20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申铖 邹多
为）财政部2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
2021年财政收支“成绩单”。数据显示，2021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63万亿元，同
比增长0.3%。

收入方面，2021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1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1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9%。“中
央和地方均有一定超收，主要是经济恢复性增长，
再加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较高等因素
拉动。”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发布会上说。

支出方面，2021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支出3.5万亿元，比上年下降0.1%；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21.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3%。“坚持
政府过紧日子。”许宏才表示，2021年，各级政府
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强“三公”经费管理，努力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从支出结构看，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2021年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3.5%、7.2%、3.4%。

中央网信办开展
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王思北）记
者25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
起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借疫情、社会热点事件等
挑动网民对立，进行人肉搜索、辱骂攻击等网络暴
力行为将重点整治。

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开展集中整治网络暴
力、散播谣言等问题，切实维护网民利益；持续开
展整治，严防“饭圈”乱象反弹反复；加大炫富拜
金、封建迷信等问题治理力度，遏制不良网络文化
传播扩散；从严整治“网红儿童”“软色情”等问题，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强重点页面版面生态
问题治理五方面整治任务。

美国派223名运动员
参加北京冬奥会

●海口市鑫何海霞面制品摊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证号：
JY14601060072865，声明作废。
●谭清鹏不慎遗失儋州恒大滨海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全国联
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两张，编号分
别为：HN0067736（金额：25000
元）、HN0067737（金 额 ：1472
元），遗失海南·恒大名都楼宇认购
书一份，编号：0008500，现声明作
废。
●海南搏力一博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MPUYX7）遗失
公章，现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聚味巧湘厨餐饮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90281958427，声明作废。
●东方和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20380601，账 号 ：
1009099300000147，声明作废。

●鼎立鑫（海南）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金往来（暂

收、暂存）专用凭证收据一张，发票

号：00003223，金额：9935元，声

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红茂村

委会卫生室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登 记 号 ：

460030000000000139，声 明 作

废。

●洋浦吉和海运有限公司遗失合

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皮楠楠不慎遗失三亚恒大御府

4号楼1单元805房认购书一张，

编号：1712287，声明作废。

●但海涛不慎遗失澄迈县后海温

泉小镇D幢2311房的购房合同，

合同编号：CML000102188，声明

作废。

●海南侨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睿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蔡海芳等3人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406-1408号），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
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6595571），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4月19日
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25日

公告
海南元之舞艺术教育传播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陈泽颜等2人

和泓•海棠府清退通知
尊敬的徐敏婉、吴可客户：因您未

按《和泓•海棠府订房确认单》《和

泓•海棠府预约登记协议》约定支

付预约登记费，我司于2022年 1

月2日及1月15日发出《预约登记

清退函》，您已于同日收到该函

件。根据法律规定，您与我司签

订的《和泓•海棠府预约登记协

议》已于《预约登记清退函》发出

之日正式解除。请您尽快至我司

办理相关手续。清退名单如下：

房号：二期9-1-701，姓名：徐敏

婉；房号：二期03-1-402，姓名：

吴可。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6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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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鸿达盛贸易有限

公司定于2022年2月10日上午9

点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

87号海南钢材协会会议室召开股

东大会。股东大会的议题为：讨论

决定本公司注销事宜。未出席会

议的股东，自动放弃表决权，望各

位股东准时参加。联系人：沈炳

界，联系电话：13005092222。

海口鸿达盛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6日

●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符兰英卫
生室遗失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正
本，证号：琼东民证字第020045
号，声明作废。
●韩馥安遗失东方万悦城万达广
场项目1#商务楼1-1317室的购
房款收据一张，编号：0002081，金
额：744822元，特此声明作废。
●韩值任遗失东方万悦城万达广
场项目1#商务楼1-1517室的购
房款收据两张，编号：0001746，金
额：200000元；编号：0001821，金
额：550598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吴璠律师
（于2022年1月2日）遗失了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14602201411537855，流
水号：10934750，现声明作废。
●海岸名都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
会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岸名都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
会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农垦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0006331202，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公告送达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1〕第1450-1451号），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595571），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4月28日
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25日

公告
海南点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申请人符玉为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
第931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
〔2021〕第847号仲裁裁决书，限你
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51119），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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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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转 让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中法破字第1号

2014年12月25日，本院根据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共接受债权人单位及个人
申报债权19笔，申报债权金额共计人民币25245095.37元，管理
人最终确认的债权总额为18785303.12元。2015年8月31日，海
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退回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款
项1981855元。此外，管理人未发现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其他财产。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19年1月3日裁定宣
告海南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8日

关于公司合并的公告
海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

MAA90FDD3C）、海南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A90F6Y0W）股东会决定，海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海南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海南大参林连
锁药店有限公司存续，海南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前海南大
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海南大参林药店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合并后海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1100万元。公司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海南大参
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承续。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请相关的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清偿相关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
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海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海南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6日

海口红城湖C20-1地块商住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
与龙昆南路交叉口东南侧，于2021年6月通过规划许可。项目已通
过市住建部门组织的装配式建筑专家评审会和《海南省装配式建筑
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地上装配式建筑面积
3%的面积奖励，装配式奖励面积1624.62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
奖励规定要求，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月26日至2月1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

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红城湖C20-1地块商住项目
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公示启事

海蓝椰风东侧酒店项目
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海蓝椰风东侧酒店项目位
于海口市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文化组团”JDWH-01-D04地块，用地
范围位于椰风广场东侧，东营环路尽端西侧，包含200米退潮线区
域。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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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地上建筑面积的3%进行奖励，奖
励面积共计105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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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5日至2022年2月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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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
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1月2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秀英〔2022〕17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
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
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
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海口市丘海大道
25号）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
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82765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4日

产权
申请人

周怀森
周 克
周 明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4768号

申请土
地面积

93.79
平方米

土地坐落

海口市小康
新村108号

土地权
属证件 项目名称

周怀森、
周克、周
明宅基地

原土地
使用者

催款通知函
致：主借人：范海琪（身份证号：460103198311220323）

共借人：陈符军（身份证号：460004198106133811）
2021年5月19日，上述借款人与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蓝海银行”）签订编号为（SW20210519蓝银邸个
借字第FDGH003号）《个人借款合同》，向蓝海银行借款110万
元，并约定了利息及违约责任，该合同系（SW20210519蓝银个
循授字第FDGH003号）《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
条款）》项下的单笔个人借款合同。2021年11月18日，蓝海银行
与我司签订《债权收购协议》，约定将上述《个人借款合同》《个人
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合同项下的标的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1096993.75元及利息、合同约定的其他违约
责任等）全部转让给我司，并已通知贵方。现我司重申如下事宜：

限贵方于三日内向我司归还剩余本金1096993.75元，并按
合同约定清偿贷款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承担逾期所产生的相关违
约责任。否则，我司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采取
包括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方式予以保证我
司的权益，由此产生的公证费、律师费等费用将由贵方承担。

致函人：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全部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致：主借人：范海琪〔身份证号：460103198311220323（即债务人/
抵押人/连带责任保证人）〕

共借人：陈符军〔身份证号：460004198106133811（共同债务人）〕
2021年5月19日，上述借款人与我司签订编号为（SW20210519

蓝银邸个借字第 FDGH003 号）《个人借款合同》，该合同系
（SW20210519蓝银个循授字第FDGH003号）《个人循环授信额度
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项下的单笔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按合同
约定我司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人民币110万元，贷款期限为60个月。
抵押人范海琪向我司提供其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洗马桥
社区洗马桥路56龙湾小区A3栋16层1601房（权属证号：琼〔2021〕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5469号）作为上述贷款的抵押担保。

自2021年8月21日起，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本息，出现贷款
逾期。经我司多次催收，借款人仍未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个人借
款合同》第16.2条约定，借款人出现违约事件时，贷款人有权宣布本
合同项下未偿还的借款立即到期，要求借款人立即清偿未偿还款项
及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及其他费用。现我司宣布上述贷款于2021
年11月21日全部提前到期，限上述借款人于十日内，归还剩余本金
1096993.75元，并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清偿贷款期间所产生的利
息，承担逾期所产生的相关违约责任。特此通知！

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1日

债权转让告知函
主借人：范海琪（身份证号：460103198311220323）
共借人：陈符军（身份证号：460004198106133811）

基于贵方2021年5月19日与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蓝海银行”）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等文件，蓝海银
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并已办理有效的抵押手续。然而，贵方
并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截至2021年11月18日，尚欠蓝海
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1096993.75元，贷款利息54157.29元，以
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蓝海银行已于2021年11月18日将上
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转让给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根据蓝海银行（“转让方”）与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签订的《债权收购协议》，“转让方”已经将其对贵方
的贷款本金1096993.75 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的全部权益，于
2021年11月18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请债务人向“受让方”
履行债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

2021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