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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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破

产管理人工作的规定，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评审委

员会对申报机构进行评审、在天涯法律网对初审名册公示、评审

委员会审定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等程序，已确定60家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编入名册并进行分

级管理。现将审定的海南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予以公布。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对名册实行动态管理，根据管理人履

职情况和破产审判需要进行增减。管理人评价考核办法及管理

人分级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特此公告。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三月八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公布《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2021年）》的公告

一级破产管理人（17家，排名不分先后）

海南省外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
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
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
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海南省内
北京金杜（海口）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
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

二级破产管理人（43家，排名不分先后）

海南省外
（1）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
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江苏钟山明镜（宿迁）律师事务所
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
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
江苏苏沪律师事务所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
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破产清算机构
四川豪诚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颂清算事务有限公司
海南省内
（1）律师事务所
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
广东金桥百信（三亚）律师事务所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
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
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
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
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
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
（2）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破产清算机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立信长江（海南）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
南分所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
南分所
海南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海南海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海南新创建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君言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2021年）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骑楼支行迁址
及更名许可证变更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骑楼支行迁址及更名，原许
可证（流水号：00983909）注销，现予以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美林支行
机构编码：B0014M24601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984790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6月20日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和谐路9-30号（城投长信蓝

郡二期46墅01-03号商铺）
邮政编码：570100 电话：0898-6591100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2年03月03日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
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肖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职务；

任命陆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印度尼西 亚共和 国特 命全权
大使。

二、免去金智健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何儒龙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成竞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肖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
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

社会宣传发布了2022年“最美巾帼
奋斗者”先进事迹。

布茹玛汗·毛勒朵、李桓英、尹
建敏、关欣、胡海岚、卢宇彤、路生
梅、杨宁、甘公荣、吴蓉瑾10位全国
三八红旗手标兵光荣入选 2022 年

“最美巾帼奋斗者”。她们深入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求真务实，
立足平凡岗位，取得了不平凡的业
绩。她们有的 50 余年如一日巡边
护边守卫国家领土，有的长期奔波
边远山区护佑人民健康，有的在高
水平科技前沿阵地勇攀高峰，有的

在乡村振兴中积极作为，有的传承
优良家风赓续红色血脉，有的坚守
三尺讲台潜心立德树人……她们都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用“干一
行爱一行”的执着，成就“钻一行精
一行”的精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
国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开拓进取、勇

毅前行的昂扬风貌。
发布活动采用视频展示、人物

访谈、云连线等形式，从不同侧面
讲述了她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
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负
责同志为她们颁发“最美巾帼奋斗
者”证书。

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2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刘
红霞）海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今年
前2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2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其中，
出口3.47万亿元，增长13.6%；进口
2.73万亿元，增长12.9%，实现今年外
贸稳起步。

按美元计价，前2个月我国进出
口总值9734.5亿美元，增长15.9%。
其中，出口5447亿美元，增长16.3%；
进口4287.5亿美元，增长15.5%；贸易
顺差1159.5亿美元，增加19.5%。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对欧盟、东
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
增长。前2个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
值为8746.4亿元，增长12.4%，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14.1%。我国与东盟
贸 易 总 值 为 8704.7 亿 元 ，增 长
10.5%，占 14%。中美贸易总值为
7859.2亿元，增长9.7%，占12.7%。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计进出口 1.92 万亿元，增长
18.3%。其中，出口1.09万亿元，增长

16.6%；进口8313.1亿元，增长20.7%。
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快速增长、比重提升。前2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 2.99 万亿元，增长
16.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8.2%，比
去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

从贸易方式看，前2个月，我国一

般贸易进出口 3.94 万亿元，增长
16.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63.5%，比
去年同期提升1.6个百分点。同期，加
工贸易进出口1.3万亿元，增长5.3%，
占21%。此外，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
进出口7387.2亿元，增长19.8%。

数据还显示，前2个月我国出口

机电产品2.02万亿元，增长9.9%，占
出口总值的58.3%。同期，出口劳动
密集型产品6214.6亿元，增长8.9%，
占17.9%。同期，我国铁矿砂进口量
基本持平、价格下跌，原油、煤炭和天
然气等进口量减价扬，大豆、成品油
等进口量价齐升。

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2万亿元，同比增长13.3%

乌克兰表示

愿讨论“非北约”安全模式
俄罗斯再次开通人道主义通道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军队于当
地时间7日10时起，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实行“安
静模式”并开放人道主义通道。乌克兰谈判代表
团成员、乌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
6日表示，北约目前不准备讨论乌克兰加入该组
织的问题，乌方愿意讨论“非北约”安全模式。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官网7日发布的消息，
俄军于当天当地时间10时起，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实
行“安静模式”并开放人道主义通道。消息称，考虑
到基辅、哈尔科夫、苏梅和马里乌波尔等城市出现的
灾难性人道主义形势以及该形势的急剧恶化，根据
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请求，俄
罗斯武装部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从7日10时在上
述城市进入“安静模式”并开放人道主义通道。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乌人民公仆党
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6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
闻频道专访时表示，在领土完整方面，乌克兰不会
向俄罗斯妥协。除上述问题外，乌方愿意讨论任
何其他问题。阿拉哈米亚表示，北约国家目前不
准备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在近5年或10年
里，北约都没有这样的准备。乌克兰愿意讨论“非
北约”安全模式，比如乌方可以从美国、英国等国
获得直接的安全保障，乌方对与更多国家讨论此
事持开放态度。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乌军方消息，
6日夜间，乌军包围了被俄军控制的、位于赫尔松
市西北郊区切尔诺巴耶夫卡的机场，炸毁俄军在
该机场部署的30余架直升机。此外乌军在敖德
萨周边地区击毁了一艘俄海军舰船，但乌方未透
露细节。根据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社交媒体
发布的消息，俄军试图整合力量对乌克兰发动新
一轮军事打击，新一轮攻势首先将针对基辅、哈尔
科夫、切尔尼戈夫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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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翟翔 熊丰）2021年11月以来，针对
偷拍偷窥事件频发，严重侵犯公民个
人隐私，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情况，公
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
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行动，侦破刑事
案件1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0
余名，打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
点15个，缴获专用器材1.1万件，查获
被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3万个。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光
学传感技术的快速发展，摄像头被广
泛应用，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给少数不法分子实施偷拍偷
窥违法犯罪活动带来可乘之机。

非法破解、控制他人架设的网络
摄像头并出售访问权限；将摄像头安
装在充电宝、打火机等生活用品内制
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在宾馆房间、卫
生间等场所安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传播、贩卖偷拍偷窥内容……这些行
为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严重侵害
受害人合法权益，严重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

公安机关严打
偷拍偷窥“黑产”
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余名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
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事件

据新华社联合国3月6日电（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安理会6日发表媒体声明，强烈谴责近日
发生在巴基斯坦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
瓦市一座清真寺4日发生爆炸袭击事件，目前死
亡人数升至63人，另有约200人受伤。据报道，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日发表声明，对
该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