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2年3月28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林永成 美编：杨千懿 检校：招志云 黄如祥A06 综合

■■■■■ ■■■■■ ■■■■■

新华社北京3月 27日
电（记者李国利 黄一宸）记
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了解到，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完成空间站组合体阶段全部
既定任务，于北京时间3月27
日15时59分撤离空间站核
心舱组合体。

天舟二号在轨运行期
间，进行了一系列拓展应用
试验。目前，飞船状态良好，
后续将在地面控制下择机再
入大气层。

天舟二号是中国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射的首
艘货运飞船，于2021年5月
29日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
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 6.8
吨物资补给。

面对新的下行压力，开年工业经
济稳定恢复。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
数据显示，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0%，增速较
去年12月份回升0.8个百分点。但当
前国际国内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持
续提振工业经济运行仍需加力。

在工业生产加快、工业品出厂价
格同比涨幅较高等因素共同作用下，
工业企业销售较快增长。统计数据显
示，1至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13.9%，高于去年12

月份1.6个百分点。在41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有40个行业收入同比增长。

“多数行业实现利润增长，在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2个行业实现
利润同比增长或减亏，其中有15个行
业利润增速超过10%。”国家统计局
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说。

部分消费品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受春节提振消费等因素拉动，部分基
本生活类消费品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1至2月份，酒饮料、纺织、食品制造、
文教工美等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2.5%、13.1%、12.3%、10.5%。

工业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朱虹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
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地区、各部
门加大稳增长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力
度，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延续了去年以
来的恢复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即年主营业务收入为2000万元及以上
的工业法人单位。虽然前2个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体小幅增长，但很多
小微企业发展仍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
涨、物流运输成本较高等诸多风险挑战，
工业经济稳定恢复的态势还不牢固。

“1至2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受
基数较高影响较去年全年明显回落，企
业成本压力加大，利润率和产销衔接水
平均有所下降；企业盈利改善仍不均
衡，下游行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利润增
长缓慢，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困难
和挑战，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持续恢复的
基础仍不牢固。”朱虹说。

此外，3月以来，工业经济运行面
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需加大
已出台政策落实力度，促进工业经济
持续平稳增长。

记者了解到，工信部已研究部署

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工作，明
确将加大已出台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
的落实力度，加大对企业的纾困培优
力度，提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切实
保障重点产业链稳定运行。

朱虹表示，下阶段，要继续做好大
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有效降低企业
生产成本，尤其是中下游企业成本，落
实好制造业扶持政策及小微企业减税
降费政策，助力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工
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者
魏玉坤）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

吉林：

全力解决市民买菜难
据新华社长春3月27日电（记者赵丹丹 段

续）记者从27日召开的吉林省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吉林省正加紧推进各项重
点工作，全力解决市民买菜难问题。

吉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力表示，针对市民买
菜难问题，吉林省及长春市、吉林市物资保障工作
组正加大货源组织，畅通产地采购渠道，提级全省
生活必需品市场联保联供机制，组织四平、辽源、
通化、白山、梅河口等地支援。

张力介绍，长春市、吉林市也正组织重点商
超、批发市场等保供企业实行多渠道销售模式，采
取“以店包区”的方式进行应急配送，组织“爱心志
愿者”和“爱心配送车队”，协助做好“最后一公里”
配送，同时，保供超市也正在同步开展生活必需品
的配送工作。

此外，据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金华介绍，
为缓解救治机构的资金压力，此轮疫情发生以来，吉
林省累计向28家定点救治机构拨付医保基金3.2亿
元，向12家方舱医院拨付医保基金1.05亿元。

3月26日0—24时，吉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078例。

聚焦疫情防控

深圳全市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餐饮堂食有限开放

据新华社深圳3月27日电（记者赵瑞希）深
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7日发
布通告，全市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各类餐饮
机构堂食限流从50%提升至75%。此外，根据当
日深圳市福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发布的通告，此前受管控的福田区部分区域（滨
河路以南、侨城东路以东、红岭南路以西），恢复区
域内生产生活秩序。

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实时监控天舟二号撤离情况。 新华社发天和核心舱外景相机实时图像。 新华社发

广告·热线：66810888

建设单位为海南大好河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地面积
6208.5m2（约9.31亩），位于嘉积镇银海路南侧、自来水厂北侧。公
司现向我局申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
积17621.85m2，计容建筑面积12003.22m2，容积率1.99，建筑密度
19.9%，绿地率40.4%。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3月28日至4月6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
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
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
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25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大好河山花园员工自用住房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 受委托，由我司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位于海南省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65号办公楼607件固定资产（以下简称“标
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参考价：30万元人
民币；竞买保证金：6万元人民币。2.拍卖时间：2022年4月6日
10：00 。3.拍卖地点：鑫满月大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临时办公楼）会议室。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17:00止。5.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
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6.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2年4月2日
16:00前到账为准。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建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4600 1004 8360
5916 8168。8.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20406拍卖会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9.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
拍卖，交接手续由买受人与委托方办理，产生的拆装费、搬运费等由
买受人全部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63567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41668。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海口市国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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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财务清算公告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对分类登记的有关规定，海南科技职

业大学选择营利性办学模式，按照程序，需要对学校进行财务清
算。现成立清算小组，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学校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清算组联系人：胡敏
联系电话：0898-65960337 邮箱：515853432@qq.com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18号海南科技职业

大学行政楼一楼财务处。
清算时间：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开办至2021年12月31日止。
清算组成员名单：杨秀英、韩长日、郑兵、张小莹、吕长江、

刘秋平、杨静、胡敏、李春光、胡思阳、林佳宜。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2022年1月16日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
司，因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策划专员、业务专员，
诚邀优秀人士加盟！一、招聘岗位、职数：策划专员3名，业
务专员3名。二、基本要求：（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无违法违纪行为；（二）年龄
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优异者可放宽
条件）；（三）3年以上工作经验，从事电商运营、讲座、研学，
有电商/会展/讲座/研学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四）具有
一定的策划/写作/沟通/市场分析/业务拓展能力和具备团
队协作与服务意识；（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吃
苦耐劳、工作中能抗压；（六）熟悉电脑办公系统。三、岗位
职责：（一）策划专员：负责项目策划、撰写方案、客户对接、

产品推广、项目跟进等；（二）业务专员：对接和维护市县政
府业务，分析研究政务最新政策和动态，了解当地市场，开
发潜在项目，进行项目撰写、汇报、洽谈、合同签订、跟进
等。四、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才报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
件至hndaily_fx@163.com。报名时务必填写应聘岗位，附
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获奖证书等相关证书及材
料；（二）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3月28日。五、相关录用程
序：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
录用。六、待遇：五险两金；工资+项目奖金等。七、报名联
系方式：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黄女士
0898-66810583、符女士0898-66816950。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询问调查通知书
北统飞蝗腾达有限公司：

因你在海南省澄迈县加乐镇北统村边岭涉嫌违法占用林地建设
蚂蚱养殖场行为，请你单位于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澄迈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接受询问调查，同时请携带以下相关证据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2.委托书、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的任职材料；3.承
包合同、养殖场建设相关审批手续等材料；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办
公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县委党校一楼。邮编：571900。联系
电话：0898-67615217。联系单位：澄迈县“多规合一”管控行政执
法大队。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3月28日

严正声明
碧桂园海南区域及名下项目公司目前仅授权或委托25家企业提供

房产中介服务（名单附后），我司认可并倡导上述授权单位在合作期限内
依法依规进行广告宣传。除以上单位外，未经我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
及个人擅自发布我司项目的所有广告，不能代表我司产品的真实情况，
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后果，由发布者承担。因擅自发布广告侵犯我
司品牌形象和公司声誉的，我司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海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8日
附25家合作中介名单：广东碧桂园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

海易居房地产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上海更赢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昊居科技有限公司、琼海椰韵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南有
点意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哈尔滨胜捷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
司、海南房客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儋州琼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海南
华策卓越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海南中天云客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梦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南成人之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海南富合联盟科技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海南我房旅策房产代理
有限公司、廊坊市尚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海南富合联盟科技有限
公司、海南汉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口慧麦置业有限公司、三
亚展豪房地产有限公司、三亚天一携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
南冠鼎置业有限公司、三亚和纪房地产有限公司、海南容安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海南闹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中坤（海南经济特区）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7MA5TK9L50U）不 慎
遗失财务章、（任富意）法人章，现
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教镇熔炉村委会大良
亩一组村民林丹青遗失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
码：469005107210020024J，声明
作废。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变更公告
我公司于2022年3月24日在海南
日报发布的“废旧高速公路二波护
栏板3300块、立柱520根和防阻
块1000个”拍卖公告，有关变更事
项如下：竞买人资格不再仅限于原
定的28家，变更为经海南省商务
厅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核定通过
并公示的所有废旧回收企业。原
公告拍卖时间、拍卖地点、展示时
间及展示地点等其他内容不变。

通知
张涛：你和本人陈志云在2020年
12月 20日签订的《合同》现已过
期，再次通知你于2022年4月25
日之前来和我商谈办理。电话：
13807555894。特此通知。

通知人：陈志云
2022年3月28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大 海 融 媒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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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省健康家居行业协会（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MJP1017893）拟 向 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注销

上海：

今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
分批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

据新华社上海3月27日电（记者袁全）27日
晚，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消息：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综
合前几轮核酸筛查情况并经专家评估研判，上海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

3月28日5时起，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分区
分批实施核酸筛查。第一批，浦东、浦南及毗邻区
域（包括浦东新区全区，奉贤区全区，金山区全区，
崇明区全区，闵行区浦锦街道、浦江镇，松江区新
浜镇、石湖荡镇、泖港镇、叶榭镇）先行实施封控，
开展核酸筛查，4月1日5时解封。同时，浦西地
区重点区域继续实施封控管理。第二批，4月1日
3时起，按照压茬推进的原则，对浦西地区实施封
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5日3时解封。

前2个月规上企业利润增长5.0%
持续提振工业经济仍需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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