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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吊罗山乡人民政府因新办公楼搬迁
不慎将社会抚养费票据丢失，票据
号码:（共计20份），0408095569、
0408095577、0408095585、
0408095593、0408095606、
0408095614、0408095622、
0408095630、0408095649、
0408095657、0408095665、
0408095673、0408095681、
040809569X、0408095702、
0408095710、0408095729、
0408095737,0408095745、
0408095753，声明作废。

●海南省澄迈县加乐镇加乐村民
委员会加乐中村民小组王广英（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7195908102030）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 ， 证 号 ：
469023104200020020J，流水号：
050350，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岳寨村委会第四
组村民符玉南（身份证号码：
460026194004240325）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证编码:46902210020204002
1J，现声明作废。
●儋州弘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RKKL31）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海众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D7WC26）遗 失
合同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永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09052590XU）遗 失 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司法鉴定人梁源祥遗失司法鉴定
人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460116044009，声明作废。
●海南信达贵金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查封公告
本院依据〔2022〕琼 0106 民初
1533号民事裁定于 2022年 4月
29日查封了被申请人海南自贸区
乐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存在于海
口市上邦百汇城3号楼3楼+86酒
吧的一批音箱设备。查封期自
2022年 4月 29日至2024年 4月
28日止。查封期间，非经本院同
意，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
转移、隐匿、损毁、租赁、变卖、抵
押、典当、赠送等处分行为或者实
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否则，本
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的
一切损失由侵权人全部承担。特
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22年4月29日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慎
遗失海南省地质综合勘察院开具
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金额：525，000.00元，发票代码：
046002100104，发 票 号 码 ：
13907983，声明作废。
●乐东尖峰岭头山海饭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70015639，现声明
作废。
●宋绪顺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新区山海湾
温泉家园一期 10 号楼二单元
1012室房屋产权证，证号：乐房权
证九所字第SPF201101841号，现
声明作废。
●徐业蓉遗失万宁市永桥尚城3
栋905房住宅办证代收代缴款收
据一张，编号：1216871，金额：
13704元，声明作废。
●海南鼎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蔡仁儒遗失澄迈县金江镇北方
村委会背井岭村村民小组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证编
码：469023100235040100J，现特
此声明作废。
●黎少平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方香村委会前进村林权证，证
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005082
号，编号：B4608001900681，现声
明作废。
●万宁市万城镇永范村民委员会
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2022〕第132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联系电话：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7月18日下午两点三十
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5日

减资公告
海南海泰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
A5TAYBMXG）经股东会议决
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伍仟万圆整减少至
壹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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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司法鉴定人李布勇遗失司法鉴定
人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460116044001，声明作废。
●海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司法鉴定人吴少玲遗失司法鉴定
人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460116044002，声明作废。
●郑在阳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许可证号：469005100139，现
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南大学校友会不慎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海大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42987901，现声明作
废。
●乐东千家潮顺大众饭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70016406，声明作废。
● 何 金 保（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9195609021815）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编号：469003100215050009J，
特别声明。
●文昌文城缘份美食园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19668，声明作废。
●李世隆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证书编号：
246182003769，声明作废。
●陵水县椰林陵城胡姐餐饮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690281484787，声明作废。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m2写
字楼出租。电话：13036015848。

公告
海口美兰尚串餐饮业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宏志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 1207号），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
〔2022〕202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5日

公告
海口龙华区小何烧烤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刚与你公司劳
动 争 议 一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减资公告
海南路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H
12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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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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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琼海市嘉积镇泮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遗失2016年8月18日到琼海
市财政局申领的《海南省医疗门诊
收费票据》，共计：66份，票据号
为：0001032479、0001032484、
0001032527、0001032528、
0001032598、0001032599、
0001032601、0001032611、
0001032636、0001032657、
0001032658、0001032659、
0001032660、0001032709、
0001032715、0001032718、
0001032730、0001032735、
0001032741、0001032749；
0001032661-0001032677；
0001032751-0001032775；
0001032726-0001032729，声明
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刘家帮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
（01）字第2787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
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家帮
2022年4月29日

●海南恒顺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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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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5月 5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为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举措，以保
市场主体稳就业；确定推动外贸保
稳提质的措施，助力稳经济稳产业
链供应链。

会议指出，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经济的重要基
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当前相关市
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多，要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加大帮扶力度。一
是抓紧把已确定的退税减税降费、缓
缴社保费、物流保通保畅、推动企业
复工达产等政策举措落实到位。确

保6月 30日前全部退还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存量留抵税额，符
合条件的中型企业退税也要提前到
这一时限完成。二是加大政策扶持
特别是金融扶持。今年国有大型银
行新增普惠小微贷款1.6万亿元，引
导银行加强主动服务。对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合理续贷、展期、调
整还款安排，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免
收罚息。扩大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业务覆盖面。尽快出
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
体措施。各地要安排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纾困专项资金，对经营困

难的给予房租、担保费、贷款利息等
补贴。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实行阶段性优惠电价和用水
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6个月内补
缴。将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
资费再降10%。三是在5月底前全
面排查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拖欠
的中小企业账款，无分歧欠款发现一
起清偿一起，确有支付困难的6月底
前明确还款计划。把清欠列入今年
审计和国务院大督查的重点，严肃查
处变相拖欠行为。抓紧出台压缩商
业汇票承兑期限的措施。会议强调，
要压实责任特别是地方政府责任，着
力解决政策落地堵点问题。

为帮扶外贸企业应对困难挑战，
会议决定，一要着力保订单和稳定重
点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出口。保
障外贸领域生产流通稳定，确定重点
外贸企业等名录并在生产、物流、用
工方面予以保障。二要有力有序疏
通海空港等集疏运，提高作业和通关
效率。用好航空货运运力，保障重要
零部件、装备和产品运输。查处外贸
货运价格违法行为。三要尽快出台
便利跨境电商出口退换货政策，支持
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申报高新
技术企业。支持加工贸易稳定发展，
将中西部和东北劳动密集型加工贸
易纳入国家鼓励产业目录。探索将

大型医疗设备、机器人等纳入保税维
修范围，开展汽车发动机等保税再制
造试点。四要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
业信贷投放，支持银行对暂时受困的
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梳理一批亟
需资金的予以重点支持。扩大出口
信保短期险规模，缩短赔付时间。增
加信保保单融资。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五
要优化广交会等平台服务，加强与跨
境电商联动互促。各地要用好外经
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参
加境外展会。培育一批新的进口贸
易创新示范区。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举措
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措施

岩层深处，
书写精彩“掘进人生”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
某旅营长沙子呷

隆隆的机械声中，硕大的钢臂钻杆在坚硬的
石壁上打满钻孔；长长的施工巷道，数台工程机
械装备忙碌不停……在一处国防工程施工现场，
火箭军某旅营长沙子呷正带领官兵，向着岩层深
处掘进。

2002年，听着“彝海结盟”故事长大的沙子呷参
军入伍。这个彝族娃沐浴着党恩，在军营一步步成
长，先后担负10余项重大国防工程施工任务，14次
担任突击队长，20余次战胜塌方，荣立一等功1次、二
等功2次、三等功3次，成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沙子呷所在的火箭军工程部队，参与承建了
我国一系列战略工程、核心工程、首脑工程，出色
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发射塔架安装任务，建设了我国第一个
导弹试验基地、第一批导弹阵地。

“筑巢”，是这名新时代导弹工程兵的神圣使
命；“掘进”，是他20年军旅人生的“关键词”——

当战士时，施工打风钻，他总是一手抱一个，双
钻一起干，在穿山凿岩中锻造成为官兵们眼中的“阵
地铁人”，第二年就当上班长，第三年火线入党；

当排长连长时，他始终冲在最险时、干在最难
处，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常常是工程掘进到哪里，
就把床铺搬到哪里，不断创造施工新纪录，干出工
程样板段；

当营长时，他带领部队常年奔波在外，与巍峨
大山为伍、与坚岩利石鏖战，在“会战”中完成施工任
务周周领先、月月超额，啃下了许多“硬骨头”。

“我们虽然不上发射场，不能亲手送导弹上
天，但每一次的掘进，都是为火箭军夯实战斗力基
石，同样是在托举大国长剑腾飞。”从第一次走进

“地下龙宫”，得知建设的国防工程是国家的安全
屏障，沙子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之拴在一起，许下

“宁可透支生命，绝不辜负使命”的誓言。
那年施工地域高寒缺氧，官兵们快走几步都

感觉困难。沙子呷背着氧气袋，每天第一个进工
地，最后一个出来，带领官兵创造数个施工纪录，
按时交出优质工程。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落到我们的实际行动
上，就是构筑‘藏得住、打不着、抗得住、摧不毁’的
阵地……”与官兵谈心交流时，沙子呷这样说，也
一直这样践行。

有一项应急国防工程结构复杂，工期紧、任务
重，沙子呷主动请缨，带领官兵进入施工现场，常
常吃住都不下作业面，最后提前数月交出质量一
流的“样板工程”。

有一处阵地施工遇到罕见的不良地质，塌方
断面形成大窟窿，像是张开了的“老虎口”挡在前
面。沙子呷带领党员突击队，爬上高空作业架，研
究处理方案，连续鏖战3个昼夜，成功降服塌方。

一次次的“掘进”，见证了沙子呷的忠诚与担
当。一次次“掘进”，他让创新之花绽放国防工
地。这些年，为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沙子呷向
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他组织所在营连加紧培养

“小能人”“小诸葛”“小创客”，发动官兵针对不良
地质、不良环境问题，摸索总结出10多项工艺工
法，把可伸缩拱架、滑移式分浆器等20余项革新
成果，应用到国防施工中。

辗转高原戈壁、鏖战青山沟壑……如今，沙子
呷和英雄的导弹工程兵，将“掘进”的脚步，留在了
祖国版图的一个个“无名”坐标，也铸就了一道道
和平盾牌。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系列述评之五

新华社太原5月5日电 5月5日
10时38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
吉林一号宽幅01C卫星及搭载的吉

林一号高分03D（27～33）等8颗卫
星发射升空。主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吉林一号宽幅01C卫星主

要用于为国土资源、矿产开发、智慧城
市建设等行业提供商业遥感数据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419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宽幅01C卫星

图
为
发
射
现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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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
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
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
会议精神，要守住定位，因城施策，在
调控的精准性上下功夫，有效管控重
点风险，做好“稳”字大文章，采取综合
措施促进房地产行业步入良性循环。

坚持“稳字当头”，促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但其下行态势需高度关注。

从房地产行业几个关键指标看：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0.7%；3月，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或涨幅
回落；一季度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
下降18.6%；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
41.8%；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
比下降19.6%。

受疫情反弹、个别头部房企债务违
约风险暴露、个人收入预期下降等因素
影响，房地产市场预期转弱，房地产销
售下降，企业流动性风险有所聚集。

在房地产市场主体方面，受个别
房企爆雷等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收
紧融资端，销售下滑，一些地方对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不规范，多重因素加
剧了房企的流动性风险，使房地产市
场微循环出现“梗阻”。

较长时间以来，刚需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群体面临较高的贷款利率，一些地
方首套房资质的认定标准有待完善，这
些因素增加了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加剧
了住房消费者延缓入市的趋势。

2021年，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为6.8%。房地产业规模大、
链条长、涉及面广，对国民经济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有效管控重点风
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房地产既可以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压舱石’，也可能是‘风险源’，对经
济金融稳定和风险防范有着重要的系
统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
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琳
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房地产市
场发展释放了“稳字当头”的积极信
号。各地在守好风险底线的同时，针对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可以更
加有针对性地、灵活地因城施策，改善
土地出让条件，支持首套刚性购房需求
和合理改善性需求，针对新市民、青年
人等群体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

坚持“因城施策”，引导
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降低限购限售门槛、下调首付比
例、降低按揭贷款利率……今年以来，
累计近110个城市已出台各类房地产

市场调控政策。
专家表示，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两个“支持”、一个“优化”，充分释
放出对各地因城施策的政策信号。

我国地域广袤，各地区之间房地
产市场差异大，市场分化明显。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一些热点城市供需矛
盾在较长时间内依然比较突出，市场
回升预期逐步增强，然而部分人口持
续流出的城市市场仍在低位运行。

针对新情况新挑战，各地以支持首
套刚性购房需求、合理改善性需求、租
赁住房需求为着力点因城施策；相关部
门出台促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措施。

100多个城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
化和自身经营情况，自主下调了房贷利
率；部分城市对生育二孩、三孩家庭购
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上限；扩大抵押贷款支持优质企业对
出险企业的并购贷款，允许债务展期；
规范预售资金监管；保障性租赁住房贷
款不纳入贷款集中度管理……

优化住房供应结构，大力发展租赁
住房。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发展
长租房市场。据相关统计，目前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租房
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已达到40%以
上。2022年全国基本建设保障性租赁
住房投资总额预估约8500亿元。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随着多
地适度放开限购限售，降低公积金使
用门槛，加快购房贷款审批等，部分城
市的住房需求有所释放，销售面积降
幅将有所收窄。

在预售资金监管方面，专家建议，
各地要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明确预售
资金应当优先支付工程款，严格按照
工程节点拨付资金，确保按时竣工交
付。防止因防范风险，过度提高监管
额度，放慢放款拨付进度的情况。

“推进爆雷房企尽快出清，稳定市
场预期很重要。”刘琳表示，一方面，通
过降低首套房贷款利率和住房交易税
费，提高购房者支付能力，提振合理的
住房消费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加强预
期引导；另一方面要坚决有力处置个
别房地产企业因债务违约所引发的房
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以“保交楼、
保民生、保稳定”为首要目标，维护购
房群众合法权益。

坚持“房住不炒”，守牢
风险底线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
定位。

目前，规模高达10万亿元级的房
地产市场，正在进行深度调整。过去

形成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
地产开发经营底层逻辑正在改变，房
地产业作为高质量引领的基础民生行
业地位正在确立巩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个定
位没有动摇，力度没有放松。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说，
各地因城施策不能脱离这个定位和方
向，更不能病急乱投医，把房地产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关键要
继续实施好房地产长效机制，保持调
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精准性协
调性，努力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目标。

房地产业告别高负债、高杠杆、高
周转的开发经营模式，回归基础民生
属性和租购并举后，依然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
面没有变，住房需求依然旺盛。我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9%，仍处在
快速城镇化阶段，每年城镇新增就
业人口1100万以上，带来大量新增
住房需求。

同时，2000年前建成的大量老旧
住房面积小、质量差、配套不齐全，居
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比较旺盛。

谋全局谋长远，尊重房地产市场
和房地产业发展规律，探索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锚定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为百姓提供可负担、居
住条件更舒适、环境更优美的住房，让
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是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要义。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记者王
优玲 刘夏村 郑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