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百色本土确诊病例
增至180例

2月9日，记者从召开的广西百色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月8日12时至
2月9日12时，百色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
其中德保县51例、靖西市3例。

图为广西德保县工作人员为群众进行核酸
采样。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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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于2022年1月28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12726196601184130，特此声明。

●王亚娟不慎遗失翡翠花园山水

龙湾9栋501房，房款票据一张，

票据号码：0002711；代收款票据

一张，票据号码：0001925；公共维

修基金票据一张，票据号码：

0010854，声明作废。

● 王 俊 奎（ 身 份 证 号 码 ：

130928198006026975）遗失海南

新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四季康城二期B区14栋 1702房

的购房款收据一张，金额：200000

元，日期：2017年2月21日，收据

号：XRF-0004939，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望海小腰餐饮店（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400MA5TTET62C）遗 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赵晓琦不慎遗失准迁证，证号：

琼01200425，特此声明。

●常妮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C-01#7-1-606房

的收据，金额：202340元，声明作

废。

●尚巍遗失三亚哈达农副产品交

易有限公司开发的三亚恒大御府

项目3栋112房收据一张，编号：

HN0016580，金额：487964元，声

明作废。

●吕秀萍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县英州镇清水湾南国侨城西区

D-22栋B02室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20〕陵水县不动产第

0017381号，声明作废。

●陈卫红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

凤凰路 101-1 号三亚恒大美丽

之 冠 D- 1615 房 收 据 ，编 号 ：

HN3031453，特此声明作废。

●戴宛娟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084600480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绿菱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WAE

F6Y）经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

由原人民币1000万元减至1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m2写
字楼出租，电话：15595638805。

招 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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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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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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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13853660113

转 让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
一、观澜湖北区区外排水工程（PG3线）
（一）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务；（二）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

编制服务；（三）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方案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服务。
二、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一）电力管线迁移工程设计服务；（二）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

持验收服务；（三）建筑物及基坑监测观察服务。
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工程部报名了
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2年2
月14日12:00，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伍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相关服务的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1日上午10:00至2022年3月2日

上午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
jd.com）按现状净价拍卖：

1.海口市和平大道66号宝安江南城（三期）熙园4号楼23层
2302房（建筑面积：112.72m2）。

参考价：141.9776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2.海口市美兰区南宝路29-9号华林广场A栋9层932房（建

筑面积102.19m2）。
参考价：146.368万元，保证金：20万元。
展示时间：2022年2月24日～25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5607579889；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210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 2月 25日 10:00至 2022年 2月 26日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公
开拍卖标的：1.三星、华为等品牌旧手机14部；2.大众捷达、起亚品
牌旧机动车2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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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2月24日17:00前在标
的所在地预约展示。（2）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
费及有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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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10期〕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多个岗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一）策划专员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传媒、新闻、广告及相关专业。年

龄原则上要求3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

2.熟悉、热爱广告传媒策划工作，具有三年以上广告传媒
策划从业经验。

3.具有较强的策划能力，文案功底扎实，能够根据客户需
求撰写全媒全案策划方案。对市场敏感度高，善于把握热点事
件营销，能策划执行各种传媒平台活动（包括纸媒、客户端、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头条号等平台）。有在国内知名媒体或
广告公司或大型企业相关从业经历者优先。

（二）广告业务人员2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告、传媒、新闻及相关专业。年

龄原则上要求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

2.熟悉、热爱媒体广告工作，对广告市场敏感度高，具有独
立开拓市场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媒体采编
经验者优先。

3.能够独立策划选题，采写相关行业稿件，策划与撰写新
媒体平台推文，协助团队完成其他的相关工作；维护与关键客
户的联系，参与重大业务洽谈，解决业务拓展中的重大问题；在
既定的目标下制定详细的业务发展计划，达到业务目标；对客
户档案进行分析、整理，跟进有效客户信息；管理客户从开拓、
下单到收款的全过程。

（三）拓展专员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告、传媒、新闻及相关专业。

年龄原则上要求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条件优秀者可适当
放宽。

2.熟悉新媒体运营工作。熟悉移动内容传播特性和新媒体
行业运作规律和行业动态；能够使用PS、AI等设计工具和PR、
AE等视频剪辑工具；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有国内知名
新媒体平台运营经验、媒体采编经验或市场工作经验者优先。

3.能够独立完成线上线下活动的策划方案，对运营数据敏
感度较高，对互联网推广的渠道有方法，能独立完成运营工作，
分析用户行为及制定合理的用户运营策略。

（四）政务政策工作室组员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新闻、汉语言等相关专业。
2. 配合工作室经理主要围绕政策类课题及业务开展

相关工作，对接政府业务；分析研究政务最新政策与动
态，编写调研报告和项目解决方案；协助开展项目组织策
划、文案撰写等相关工作；协助工作室经理完成其他工作。

3.具有一定的文案撰写能力和较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
二、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作品及相关证书、证件等发邮件至

125215509@qq.com (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
院校)。截止时间2022年2月23日。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全媒体运营中心综合管理部
联系电话：凌女士 0898-66810797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招聘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意见》指出，要以理想信念、思想
道德、传统文化、科技素养和法治教育
为重点，充分发挥广大老干部、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在教育引
导和关爱保护青少年方面的优势作
用，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贡献力量。

《意见》明确的重点任务是：
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入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充分
发挥“五老”报告团、宣讲团作用，在青
少年中持续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活动，打牢

青少年成长成才的思想根基。
二、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实施传承红色基因工程，组织“五
老”深入青少年中，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
的故事，把红色故事中蕴含的革命精
神和时代价值讲出来，大力弘扬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青少年从
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
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牢记红色政权是
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
的，进一步增强爱党报国情怀。

三、积极引导青少年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落实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紧紧抓
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全
面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强
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

组织动员“五老”到广大青少年中深入
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弘扬爱
国传统，引导青少年不断增强爱国意
识和爱国情怀，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马克思
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和权益
保护。关工委要履行好未成年人保
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法
定职责。持续开展“关爱明天、普法
先行”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推
动法治教育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
进家庭、进企业，教育引导青少年树
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开展
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和青少年维
权岗等活动，提高青少年运用法律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组织

“五老”参与预防、减少青少年违法犯
罪工作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发
挥其在帮教失足青少年工作中的独特
优势。

五、实施“五老”关爱下一代工
程。深化关爱助学工作，着力为青少
年成长成才办实事解难事。对困境
青少年的帮扶要从物质层面更多地
深入到精神层面，在生活上关爱的同
时更加注重从思想上关心、情感上关
怀、心理上疏导，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动员“五老”依托儿童之
家、青少年活动室、农家书屋、复兴少
年宫等阵地，协同做好农村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
青少年群体的关爱与服务工作。发
挥老同志传帮带作用，推进劳模工匠
进校园活动，加强青少年劳动教育；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助力培养有理想守信念、懂技
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青年产业
工人队伍。

六、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
环境。推动构建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体系，动员“五
老”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组

织青少年在课余、假期开展健康向上
的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组织“五老”
担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引导少先队
员从小培养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朴
素情感。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
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深化“‘五老’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活动，讲好红
色家风故事，引导青少年在家做一个
好孩子、在学校做一个好学生、在社会
做一个好公民，助力构建家庭学校社
会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加强网络环
境保护，积极运用微博、微信、手机客
户端等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引导青少
年文明上网、科学上网，参与净化网络
空间和网吧义务监督活动，呵护青少
年健康成长。

《意见》指出，要推进新时代关工
委建设，包括巩固拓展组织体系，加强
教育阵地建设，推进工作品牌建设，注
重理论研究，加强宣传工作。

《意见》还对强化组织实施提出明
确要求。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明确六项重点任务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对台军售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张汨汨）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吴谦9日就美对台军售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
2月7日宣布，美方已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1亿
美元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设备和服务。请问
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

“八·一七”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危害台
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强烈要求美方立即撤
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向

“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免给中美两国
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9日消息，中央纪委
于近日印发《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措施使用规定》，总结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以来的实践经验，对全国
纪检监察系统在措施使用及监管方面
统一标准、统一尺度。

据了解，规定共5章111条，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
工作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
《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等党内
法规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并就贯彻
落实上述规定中关于措施使用的要求
作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举例来说，规定厘清了执纪、执法

工作中在问题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
案审查调查阶段使用措施的权限，明
确了各类纪检监察机构可以使用的措
施种类；增加规定了措施延长、解除的
审批要求；规范了指定管辖等案件中
采取措施的办理程序等。

规定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对各项
措施使用的具体要求作出规范，增加

规定了撤销留置措施的适用情形和审
批程序；确立了通过调取、勘验检查等
措施开展电子数据取证的基本规则；
新增了鉴定措施中常用的价格认证、
书画和文物鉴定等方面的内容。

与此同时，规定要求加强对措施
使用情况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检查，充
分发挥纪检监察措施使用管理系统的

作用，从而达到防范和杜绝各类措施
使用上的失控漏管风险、切实提高监
管效能的目的。

此外，规定还设计了98种常用措
施文书模板，将措施文书分为纪检文
书、监察文书和纪检监察文书三类格
式，以方便纪检监察系统不同主体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中纪委印发规定

强化对执纪执法权力监督约束

北京出台政策降低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3米以下儿童
乘坐公交、地铁，享受免票优惠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王君璐）北
京市《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实施方案》9日通过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
之窗”对外发布，方案要求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
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方案要求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建立健全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落实生育登记制
度，实现常住人口生育登记一网通办；建设儿童友
好型城市；建设母婴友好医院、儿童健康友好社
区；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落实好将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相
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
收2至3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

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方案提出，
设立父母育儿假，1.3米以下儿童乘坐公交、地铁，
享受免票优惠。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部署加
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助力稳投资和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国办转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指导意见》

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制图/张昕

加快补齐能力
短板，包括健全污
水收集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设施、逐步
提升生活垃圾分类
和处理能力、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处置
设施建设、提升危
险废物医疗废物处
置能力等

着 力 构
建一体化城
镇环境基础
设施，包括推
动环境基础
设施体系统
筹规划、强化
设施协同高
效衔接等

▶ 到2025年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加快补齐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短板弱项，构建集污
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
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

提出到2025年，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000万立
方米/日，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达到70万吨/日左
右，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
新增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等具体目标

▶ 到2030年
基本建立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

可靠的现代化环境基础设施体系

《
指
导
意
见
》
提
出

推 动
智能绿色
升级，包括
推进数字
化融合、推
动环境基
础设施绿
色高效发
展等

提升建设运
营市场化水平，
包括积极营造规
范开放市场环
境、深入推行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探索开展环
境综合治理托管
服务等

健 全 保
障体系，包括
加强科技支
撑、健全价格
收费制度、加
大财税金融
政策支持力
度、完善统计
制度等

明确 方面15项重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