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如约而至，一批关系你我生活的重要新规也将从5月起正式施行。明确职校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
普校生有平等机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看一看，哪条你最关心？

《信访工作条例》自2022年 5
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明确信访工
作制度规范。

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可以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传
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
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
关机关、单位应当依规依法处理。

各级机关、单位应当落实属地

责任，认真接待处理群众来访，把问
题解决在当地，引导信访人就地反
映问题。对信访人直接提出的信访
事项，有关机关、单位能够当场告知
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不能当场告
知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
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记者
白阳）

压实各级机关单位信访工作属地责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教育法》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
要地位。

本法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

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
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用人单位不
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
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

国家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教

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以及其他学
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推
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促进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
通、互认。

职校生与同层次普校生机会平等

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自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推出更多便
民措施。

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

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
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
交居住证明。对于已经实施小客车总
量调控的地方，仍需按当地政策执行。

规定还要求与税务、银保监、交通
运输等部门信息联网，共享车购税、交
强险、营运资质等信息，群众办理业务
时免予提交相关证明凭证。

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决定》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原来的

城乡区分修改为统一采用城镇居
民标准计算。

与此前的司法解释相比，残疾
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修改为按照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修改为按照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这
将改变以前对城乡不同户籍身份
的居民认定赔偿数额差距较大的
情况。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
罪法》自2022年 5月1日起施行，
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工作。

根据本法，有组织犯罪，是指刑
法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
恶势力组织实施的犯罪。

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自然
资源、交通运输等行业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公安机关，建立健全行
业有组织犯罪预防和治理长效
机制，对相关行业领域内有组织
犯罪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对有组
织犯罪易发的行业领域加强监
督管理。

对有组织犯罪易发行业领域加强监管

近年来，电子烟受到不少年轻人
追捧。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电
子烟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
出售电子烟产品。

办法规定，电子烟经营者应当在显
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
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
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普通中小学、特

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
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电子烟产品销售网点。

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
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随意更改地名；用不规范语言文
字作地名；用外国人名、地名作地名
……修订后的《地名管理条例》自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有望破解这
些乱象。

条例明确，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
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决定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具
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
文脉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

地名命名应遵循的规定还包
括：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避免使
用生僻字；不以外国人名、地名作地
名；不以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称作地
名等。

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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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生与同层次普校生机会平等、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

这些重要新规5月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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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E-b区2022-02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
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
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
置、非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
参与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
目投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
纳竞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将在2022年5月31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
买资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60.75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户，
竞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报
名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缴纳
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回，
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交易
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费参照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挂牌代
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执行，
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标准
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标准
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挂牌
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让成
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个
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31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4
月29日9:00至2022年5月31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
5楼503室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5
月20日9:00至2022年6月2日15:3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
年6月2日15:3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4月29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E-b
区2022-02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港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70

用途

主要养殖金
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期限
（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02.51

保证金
（万元）

60.75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A-01区2022-01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
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
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
置、非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
参与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
目投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
纳竞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将在2022年5月31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
买资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57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户，竞
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报名
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缴纳
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回，
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交易
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费参照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挂牌代
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执行，
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标准
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标准
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挂牌
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让成
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个
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31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4
月29日9:00至2022年5月31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
5楼503室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5
月20日9:00至2022年6月2日14:4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
年6月2日14:4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4月29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A-01
区2022-01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港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65.5213

用途

主要养殖金
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期限
（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90.01

保证金
（万元）

57

●中共屯昌县坡心镇高坡村支部
委员会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迁址公告
尊敬的广大客户：我公司因业务发

展的需求，现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文昌市支公司文教镇营

销服务部，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

教镇沿江南路57号三楼，迁址往

海南省文昌市文教镇新兴路一巷

2号。造成广大客户的不便，敬请

谅解。特此公告。

会合作开发或转让土地的决议。

请各股东单位务于6月30日前将

加盖公章的决表单邮寄或送达董

事会办公室，逾期则视为弃权。联

系人：唐嵬13907689487。

海南兴国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公告
我处分别于2017年 10月 9日和

2021年4月7日出具了〔2017〕琼

崖证字第 9538 号《公证书》和

〔2021〕琼崖证字第1804号《公证

书》。公证书的公证事项分别为继

承权和亲属关系。因两公证书认

定事实有误，我处于2022年 4月

2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

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的有关规定

将其撤销。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琼崖公证处

2022年4月27日

●陈婷遗失海南创佳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海口市五指山路6号和
谐家园商住楼A栋3单元1608房
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购房
首付款），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02821687，金 额 ：
251383元，声明作废。
● 肖 诗 建（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121196801077652）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内部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
合同编号：神泉企（场、司）内包字
〔2017〕CT0203号，声明作废。
●李堪春于2022年3月30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证号：44082519920
1133453，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董事会讨论决定，海南兴国发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

大会，因受疫情影响，决定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起始日为2022年

5月20日至6月20日。本次大会

主要内容：1.董事会关于2021年

度工作开展情况通报。2.关于改

选董事的决议。3.关于授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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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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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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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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2年5月11日上午9:00在本公司拍卖厅拍

卖：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天堂村委会原热作场七队的橡胶
林总面积为40.2173公顷，橡胶木总出材量约为4,019.19立方
米。参考价244.8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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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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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898-68522193
公司网址：www.ronghepm.com
联系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委托方监督电话：苏部长 13976405351
另招聘业务副总一名，有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优先。

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

初核23人被困39人失联
据新华社长沙4月30日电 湖南省长沙市30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望城区“4·29”居民自建
房倒塌事故相关情况。4月29日12时24分，湖
南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盘树湾一居
民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公安部门通过技侦和大
数据等方法排查，初步核实房屋内受困人员23
人，已救出5人；另，排查显示事发地附近有39人
失联，失联人员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5名伤者
已送至医院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经初步调查，倒塌房屋系居民自建房，共8
层，其中1楼为门面，2楼为饭店，3楼为放映咖啡
馆，4、5、6楼为家庭旅馆，7、8楼为自住房。承租
户对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结构改动。房屋倒塌具体
原因正在调查中。

事故发生后，湖南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成
立现场调度处置指挥部，全力开展现场救援，紧急出
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和社会应急力量700余
人，调集消防车、大型吊车、发电车、生命探测仪等各
类救援设备120余台套和搜救犬，开展现场搜救。

由于倒塌房屋对两侧房屋形成挤压，造成两
侧房屋严重受损，随时有倒塌的可能。为防止次
生灾害，经专家组和救援队现场会商，在积极搜救
的同时，紧急加固东西两侧受损严重、随时可能倒
塌的房屋，并立即转移周边群众，同时做好现场周
边房屋的安全鉴定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
施工救援现场环境，畅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出和伤
员救治通道。

另据了解，湖南全力开展人员救治，协调权威
专家，调配优质医疗资源，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开
通绿色通道，转运救治伤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
员伤亡。

4月30日，工作人员在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
倒塌事故救援现场作业。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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