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份，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1%
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 2月份
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3.9%和26.3%
涨幅比上月均有扩大

其中
猪肉价格同比下降42.5%
降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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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CPI同比上涨0.9%

未来物价走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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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定于2022年3月15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大
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标的：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参考价：12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3月13日17：00（以到账为准），公

司股东若要参加竞买保证金时间截至2022年3月14日17：00。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3月13日止，于标

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2年3月14日17:30前到我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
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

行；账号：2662 5618 747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交

款）、第20220315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

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19m2的现状为工
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为商住用地、土地代码为B9-04）
和建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
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过户前，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股东负责清偿原有债权债务；4.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逾
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5.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网信
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现规
划为商住混合用地，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
源于三亚市人民政府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
sanyasite/jhgh/202006/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
shtml）；6. 本场拍卖会开通远程竞价绿色通道，竞买人可通过微
信或者电话委托出价，有需要的竞买人可联系拍卖公司；7. 委
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参考网址：http://www.sanyawanmei.
cn/。

联系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第20220315期）三亚5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信息

我局刊登于2022年2月17日《海南日报》A08

版及相关网站发布《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拟挂牌出让的万让2012-9-2号地

块，现因故终止。

特此公告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10 日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终止万宁市万让2012-9-2号地块

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海南之心B02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于
202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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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后项目
总建筑面积61104.76m2，装配式奖励面积1401.22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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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至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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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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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之心B0201地块项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公示启事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

拍卖：海南某公司100%股权及股权项下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
山镇群山村委会的两宗共9803.65m2（约15亩）城镇住宅用地。
不动产证号分别为：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52042号及
第0152100号。参考价6600万元，竞买保证金7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3月24日17:00前交纳竞买保证

金并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网址：www.ronghepm.com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听到‘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感受
到了人才和创新在总书记心中的分
量。”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80
后”创业者袁玉宇难忘习近平总书记
同他在两会上的交流。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袁玉宇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参
加审议。

“总书记好，我是一名海归创业
者。”袁玉宇的发言，从介绍自己归国
创办高科技植入医疗器械企业的经历
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年人
才的发展。听完袁玉宇关于推进产
业创新和人才发展的发言，他深有
感触地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
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
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
强大起来。”

创新之重要、人才之可贵，正是袁
玉宇创业多年的亲身体会。

“2008年我回国时，国内的高端
植入医疗器械领域几乎全被进口产
品垄断，我的同学博士毕业后大都选

择进入国外的大型医疗器械公司。”
那次审议中，袁玉宇告诉总书记，自
己在国外学习和开创了很多先进技
术，希望学成报国，在自己的土地上
实现人生理想。

创业艰辛，袁玉宇带领着一支平
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埋头攻关，曾
差点发不出工资；归国有幸，各级政府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系列扶持政
策，帮助团队闯过了难关。

“除了各类政策关怀，还有精神的
感召。”2012年5月，袁玉宇聆听了时
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的一堂党课。

“那时我还不是党员。第一次上
党课就听了您的课，当时非常激动，深
切感受到了总书记的民族情怀和励精
图治的决心。这让我对党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更加坚定了我对国家发展和
民族振兴的信心。”

在广东代表团审议发言时，回忆
这难忘的人生一课，袁玉宇动情地对
总书记说：“回来以后就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2013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们公司还建立了党支部，
去年我带公司员工前往井冈山，进一
步坚定我们创业奋斗的信心。”

如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袁玉宇
团队研发的高性能医疗器械产品及设
备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已销售到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全国两会，袁玉宇就推动落
实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地位提
出了建议。

“总书记是如此重视人才和创新，
我有越来越多的同学、朋友希望回国
发展。这是我们创新创业者大有可为
的时代！”

（新华社北京 3月 9日电 记者
吴晶 徐壮 周颖）

“他是如此重视人才与创新”
总书记和代表委员的故事

3月9日，在广西南宁市滨湖路一家农贸市场，市民在选购蔬菜。 新华社发

建设中的贵金古高速金烽乌江大桥。
目前，由贵州路桥集团承建的金烽乌江大桥

建设进展顺利。金烽乌江大桥是贵阳经金沙至古
蔺（贵金古）高速公路项目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桥
梁全长1473.5米，预计年底建成通车。新华社发

金烽乌江大桥建设稳步推进

台湾台东近海发生5.6级地震
新华社台北3月9日电（记者徐瑞青 何自

力）台湾气象部门消息，9日20时22分，台湾台东
县近海发生里氏5.6级地震。

震中位于北纬23.25度、东经121.44度，即在
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62.3公里，位于台湾东部海
域，地震深度34.5千米。

目前暂无死伤灾情传出。
另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消息，台湾台东

县海域北京时间3月9日20时22分发生5.1级地
震，震中位于北纬23.21度、东经121.58度，震源
深度3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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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白马井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当好退役军人“娘家人”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新时代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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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井镇位于儋州西北部，地处北部湾和洋浦湾交汇处南
岸，与洋浦港一水之隔，辖区内有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1082
人。在过去的一年，白马井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始终紧紧围绕“让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的工作目标，深入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各项工
作，多次接受退役军人事务部、省级、市级检查并荣获表彰，被评
为“2021年度海南省标杆型退役军人服务站”，成为儋州市对外宣
传推广退役军人工作经验的窗口。

扫码看《树立
新时代全省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标杆｜
儋州市白马井镇退
役军人服务站》

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服务效能

白马井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根据《儋
州市关于建立市、镇、村（社区、居）退役
军人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大
力推动镇本级和21个村（社区）退役军
人服务站打造为示范型、标杆型、样板型
退役军人服务站，采取优先满足编制职
数、优先选派工作人员、优先提供办公场
所、优先保障工作经费等方式，配备专职
工作人员27名，足额保障镇、村两级工
作经费35.64万元，配备专用四轮敞篷办
公电瓶车。白马井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配
备2间独立办公室，打造功能齐全、军味
浓厚的“退役军人之家”，统一窗口、统一
制度、统一流程、统一功能、统一受理并
集中办理各项服务事项，具备咨询接待、
活动阅览和服务办事功能为一体，实现
办公场所规范化、工作职责制度化、办事
程序标准化。实现镇、村两级退役军人
服务站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

有保障的“五有”工作要求。

坚持倾心服务，暖心关怀到位
围绕就业创业工作要求。充分摸底

掌握辖区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情况，结
合实际就业创业需求，通过线上、线下齐
发力，为50余名未就业退役士兵提供岗
位推介、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第一时间
转发推送就业政策、企业招聘和创业贷

款信息，宣传动员辖内退役军人参加适
应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提
升，积极上报退役军人企业参与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评选，鼓励支持退
役军人返乡创办企业。

围绕优抚帮扶工作要求，为30名困
难优抚对象申请购置一批暖心棉被帮助
安稳过冬，全程陪护125名优抚对象开
展免费健康体检，走访慰问125名优抚

对象、困难退役军人，发放御寒物资军大
衣125件，军被125床。对符合帮扶条
件的46名困难服务对象发放困难帮扶
资金7.92万元，让困难退役军人及其他
优抚对象在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基础上再
一次帮扶，实现普惠保障与特殊关怀的
有效结合。2022年春节前夕，慰问123
名优抚对象、4名重病退役军人等共计
3.99万元。

注重典型引领，营造尊崇氛围

围绕褒扬激励工作要求，开展退役
返乡必访、立功受奖必访、英模典型必
访、重要节日必访、遇到困难必访、重大
变故必访等“六必访”活动，为广大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悬挂光荣牌
1005块，组织开展春节和“八一”座谈，
了解退役军人思想动态，听取意见建议，

传达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按照氛围尊
崇、庄重热闹的要求，开展送立功受奖喜
报上门活动，为20户立功受奖现役军人
家庭送上喜报，营造拥军优属良好氛
围。白马井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成立的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在台风“狮子山”和

“圆规”来袭期间，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
灾行动，获得镇先进集体嘉奖。积极动
员和推荐辖区内退役军人依法依规参与
2021年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共推
荐退役军人30名、当选退役军人17名。

围绕荣誉尊崇工作要求。白马井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为切实增强辖区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荣誉感、
成就感和归属感，申请了1间独立办公
室设立老兵荣誉室，投入建设资金13万
余元，搭建荣誉墙、军旅生活剪影、物品
展示等板块，室内设有军史英模长廊和
老兵荣誉展示墙，购置1台触摸滚动屏
用于播放和展示老兵风采宣传片，全方
位展示退役军人的光辉事迹。

在今后的工作中，白马井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将坚持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
的决策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站位、鲜明的
政治立场、强烈的政治担当，用心用情做
好白马井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为
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山东：
“十四五”期间推动创建
15个“美丽海湾”

新华社济南3月9日电（记者王越 张武岳）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9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山东将按照计
划推动创建5个国家“美丽海湾”和10个省级

“美丽海湾”。
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处长

刘培学介绍，在推进“美丽海湾”创建工作中，山
东将继续健全“一湾一策”污染治理机制，精准实
施海湾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亲海品质
提升等重点任务和工程；同时严格落实海岸建筑
退缩线制度，实施“净滩净海”行动，加强海水浴
场、岸滩、海面漂浮垃圾清理，拓展提升公众亲海
临海空间。

据介绍，山东还将加强海洋民俗、渔家文化等
海洋文明传承，形成一批海洋文化景区、海洋文化
产业，提升亲海文化品质。建立省市县及社会多
方参与的长效投入机制，强化资金保障，完善评估
和奖励激励机制，鼓励以“美丽海湾”为载体申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0.9%，涨幅与上月相同，国
内物价总水平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2月份，受春节因素和国际能源
价格波动等共同影响，CPI环比涨幅
略有扩大，同比涨幅总体平稳。”国家
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工业消费
品价格同比上涨3.1%，涨幅比上月扩
大0.6个百分点，其中汽油和柴油价
格分别上涨23.9%和26.3%，涨幅比
上月均有扩大。此外，受原油、有色金
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
响，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
回落。

“2月份，国家有关部门以铁矿
石、煤炭等为发力点，持续加强大宗商
品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对平抑市场
价格异常波动、稳定市场预期产生积
极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
势研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猪
肉价格同比下降42.5%，降幅比上月

扩大0.9个百分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监测，2月28日至3月4日当周，全
国平均猪粮比价为4.89∶1，连续两周
处于《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
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确定
的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年内第二批
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
地积极收储。

“生猪去产能推动猪肉价格逐步
进入上行周期，预计二季度或三季度，
猪肉市场将由供求基本平衡转向供小
于求状态，届时猪肉价格将进入上行
通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立坤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储备调
节工作，必要时进一步持续加大收储
力度，推动生猪价格回归合理区间，促
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受疫情、主要经济体货
币政策转向、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
素共同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势
更加严峻复杂和不确定。近日，国际
油价突破每桶110美元关口，煤炭、天

然气、铁矿石等价格也居高不下。
政府工作报告把“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3%左右”作为今年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之一。有外媒担忧，全球通胀
持续高企，会给中国保供稳价带来新
挑战。

“展望后期，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

杂和不确定，输入性影响或进一步加
大，CPI涨幅可能有所扩大，但总体将
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温和波动。”郭丽
岩分析。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
示，中国经济韧性强、市场空间大，政
策工具箱丰富，特别是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生猪产能充足，工农业产品和服
务供给充裕，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
信心继续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预期目标是可
以实现的。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王雨萧 魏玉坤 安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