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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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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金盘3楼传输机房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传输的业务

使用将受影响7个小时，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2月21日凌晨00:00～7:00对金盘路等地区的

电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2年2月22日凌晨00:00～7:00对金盘路等地区的

电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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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公司 2022年2月12日

一、经在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总局）
战略企划部备案，海南农垦红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琼海东升油茶产
业有限公司股东分别决定通过，由海南农垦红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琼海东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

二、合并前海南农垦红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
琼海东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合并后存续的海南
农垦红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琼海东升油茶产业
有限公司予以解散注销。

三、合并完成后，海南农垦红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依法承继琼海

东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务、合同、人员及其
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并依法继续存续经营。请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
人自收到合并各方公司发出的债权人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
债权人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对是否要求合并各方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合
并各方公司，否则，合并各方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吸收合并
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可富 联系电话：13976853784

琼海东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
海南农垦红昇油茶产业有限公司

2022年 2 月 12 日

吸收合并公告

遗失声明
三亚晟世乾丰农业科研院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章（艾子凌），现声

明作废。

●儋州白马井联华百货超市（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400MA5TKM5X3C）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建德广告有限公司（广字

1-1660号）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利水电

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万宁永敬堂光明南路大药房不

慎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凭证，备案编号：琼本级食药监械

经营备20200775号，声明作废。

●中共东方市委组织部工会委员

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7772101，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县南

开乡高峰村支部委员会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春英综合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107MA5RWKGL3U，

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春英综合店遗失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一本，证号：

460010185325，声明作废。

●乐东万亩果业种养专业合作社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陈德波遗失道路旅客运输驾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60006196910104492，全国流水

号：4600018438，声明作废。

●杨国萍不慎遗失石梅山庄水生

活15-1-507车位定金收据一张，

编号：1137003，金额：10000 元

整，声明作废。

●李先波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646002710，声明作废。

●海南荣达供销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汇锦达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乐东百里芒果长廊种植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罗道平、肖笛、罗潇不慎遗失海

南宝名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

海岸二期1#1502房收据一张，编

号：2912865，金额：5200.81元，特

此声明作废。

●出租方：杨亚福，承租方：杨春华

遗失坐落于龙舌坡352号 301房

的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

〔2019〕第36853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驭观实业发展（海南）有限责任公

司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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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821.5万元整，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联系人：王守川，

联系电话：13731508818。

减资公告
海南天佑盛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32421861

26）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

人：刘愿宏，电话：18813324074。

减资公告
海南汉扬枫华休闲运动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A99B6Q3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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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权债
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三沙市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6003241565382）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减少至2000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苏文仁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荣

邦乡福英村委会福一组林权证，证

号：白府林权字〔2008〕第012744

号，林权编号：B460801919676

号，现声明作废。

● 文 国 义 （ 身 份 证 号 ：

460031195507275218）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证编号：469026103205020061J，

流水号：030147，特此声明。

●中国电信儋州分公司（儋州那大

弘毅连锁手机店）不慎遗失海南电

信资金往来专用收据一张，票号：

2069050，声明作废。

●儋州大成西讯电信代办店遗失

中国电信儋州分公司资金往来收

据一张，票号：3107102，声明作废。

●卢东球不慎遗失黎族民间（五指

山）艺术合作队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副本，编号：468100110007，现声

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认婴公告
2016年1月16日早

上7时，本人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光坡镇

港坡书香酒店旁捡

拾一名男婴，请该男婴亲生父母或

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

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由本人

抚养。联系人：胡硕雄，电话：

13976251733。202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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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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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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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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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李雄、王桂柳、潘世杰不慎遗失私

章各一枚，现特此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三农”
工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重中之重。日前，国务院印发《“十
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主要目
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
安排，增强农业农村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保障能力和“压舱石”的稳定作
用，持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规划》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
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十个战略导向，要立
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巩
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小农
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强化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开发，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乡村治
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可
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规划》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
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保供固安全、
振兴畅循环为工作定位，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乡村建设摆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形成工农互

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规划》明确，到2025年，农业基
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梯次
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脱贫地区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展望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
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
一是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健全辅之以利、辅之以
义的保障机制，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水平。二是推进创新驱动
发展，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完
善经营机制，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业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三是构建现代乡
村产业体系，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把就
业机会和产业链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四是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聚焦交通便捷、生
活便利、服务提质、环境美好，建设宜
居宜业乡村。五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
碳转型，建设绿色美丽乡村。六是加
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

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建设文明和谐乡村。七是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
力，让脱贫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逐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规划》谋划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安全保障、乡村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乡
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等九方面五十八项重大工
程、行动和计划，提出了畅通城乡要素
循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
业支持保护制度、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等改革措施，并要求健全落实机制保
障规划顺利实施。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
——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单行本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记者
11日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
悉，力争到2022年底，通过国家组织
和省级联盟采购，实现平均每个省覆
盖350个以上的药品品种，高值医用
耗材品种达到5个以上。

近年来，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改革不断推进。截至目
前，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开展
六批，共采购234种药品，平均降价
53%，采购金额在公立医疗机构年药
品采购总额中占比30%。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介
绍，从三年的改革累计成果来看，国家组
织集采节约费用2600亿元以上。总体

来说，药品价格水平呈稳中有降的趋势。
“目前来看，国家组织、联盟采购

已经形成了常态化格局，集采竞价规
制、质量、供应、配送、使用的保障机制
和配套政策也日趋完善和优化。”陈金
甫表示。

据介绍，各地在参与国家组织集
采的同时，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省级
和省际联盟集采。从采购品种看，化
学药、中成药、生物药三大类药品板块
均有涉及，冠脉球囊、眼科人工晶体两
个品种也已经实现省份全覆盖。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
理司负责人李茂忠表示，国家药监局
始终将集采中选产品的质量监管作为

药品监管的重中之重，对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的注册申请建立了绿色通道。
截至2021年底，共有693个品种通过
一致性评价。

另外，国家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
门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药品和高值医
用耗材带量采购。药品集采将聚焦化
学药、中成药、生物药三大板块，高值
医用耗材重点聚焦骨科耗材、药物球
囊、种植牙等品种。

同时，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地方根
据临床需要，围绕大品种和常见病，查
漏补缺进行推进，力争每个省份开展
的省级集采品种能够达到100个以
上，高值医用耗材能覆盖到5个品种。

国家医保局：

2022年每个省集采药品将覆盖350个以上

美航天局担忧“星链”计划
或致近地轨道“严重拥堵”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0日电（记者谭晶晶）
据多家美国媒体10日报道，美国航天局对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第二代“星链”计划表示担忧。
美航天局说，这个在近地轨道额外部署3万颗卫
星的计划可能造成轨道“严重拥堵”，增加碰撞风
险，影响美航天局的科研及载人航天任务。

美航天局在8日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信
函中说，目前在环绕地球的轨道内约有2.5万个
物体运行，其中约6100个物体的近地点高度在
600千米以下。第二代“星链”计划将使环地球轨
道内的物体数量增加1倍以上，并使近地点高度
在600千米以下的轨道内运行的物体数量增加4
倍以上。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将首
批60颗“星链”卫星送入太空，并计划在2019年
至2024年间，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
的“星链”网络，从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
入服务。2020年5月，该公司向联邦通信委员会
提交第二代“星链”计划实施申请，计划再额外部
署3万颗卫星，使其卫星总数达到4.2万颗。目
前，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审查该申请。

美航天局在致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信函中表
示，仅从上述轨道内的物体数量来看，在有限的轨
道高度内增加这么多“星链”卫星必然会增加卫星
碎片撞击的风险。要确保第二代“星链”系统部署

“谨慎进行”，以保持航天飞行安全和太空环境的
长期可持续性。美航天局建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提供分析报告，证明该公司对其计划部署的“星
链”卫星具备调控能力。

2月7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通伦（左二）乘坐中老铁路“澜沧号”动车组。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及政府代表团7日和9日两次添乘中老铁路“澜
沧号”动车组，听取中老铁路工作汇报，高度评价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

新华社发（李欢摄）

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高度评价中老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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