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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5月16
日凌晨00:00～06:00对中国电信保亭分公司线路网络
进行割接优化。届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报什、

毛文、石让、新建村委会区域业务使用将受短暂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保亭分公司
2022年5月14日

遗失声明
海南潮牛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章（王铭浩）、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达瑞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
声明作废。

●东方市诗词学会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4616804，声
明作废。
●儋州凡尔赛花园B栋802房林
峰业主的装修保证金收据条已丢
失，票号：8022412，金额：2000
元，交款时间：2021年9月14日，
声明作废。
●陵水先帆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APP
UX8，声明作废。
●陵水吊罗电信代理服务点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4600114269，声明作废。
●王洋洋遗失坐落于陵水县三才
镇大宁村委会客园坡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20〕陵水县不动产
权第0002802号，特此声明。
●三亚金江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新时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不慎遗失公章、（蒲晓妃）法人章，
声明作废。
●曾祥利遗失澄迈县金江镇龙坡
村民委员会龙潭村村民小组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证编
码：469023100224020072J，现特
此声明作废。
●代新绿不慎遗失海洋渔业职务
船员证书，证书等级：三级，证书职
务 ：船 长 ，证 书 号 码 ：
460028196601312X79，声明作废。
●海南驰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MF
HX1W）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变更公告
各有关单位：
因工作需要，经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正式核准，现就公司名称变更
等内容公告如下：
1、公司名称由“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澄
迈县皓睿市政服务有限公司”。
2、澄迈县皓睿市政服务有限公司
于2022年 5月 14日启用新的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
枚，原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合
同专用章同时一律作废。
3、变更后的公司将全面继承原公
司的资产、业务、商业关系以及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澄迈县皓睿市政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3日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2015988625）于 2018

年9月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

三所一队项目场地平整项目部专

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武警陵水

县中队营区室外配套项目部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陵水黎族自

治县拘留所室外配套项目部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海南生态软

件园C地块五期酒店、停车楼项目

部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声明

作废。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2015988625）于 2019

年5月不慎遗失91574部队6768

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万宁市南燕湾望海路工程项

目部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乐

东九所镜湖项目部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陵水城区道路交通设

施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签经济合同

无效）、陵水县光坡镇暗山村文明

生态村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葛洲坝.福湾（南区公

寓式酒店）钢结构分包工程项目部

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声明作

废。

●海南新大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澄迈农商银行长安支行基

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28279201，账 号 ：

1011522200000116，声明作废。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2015988625）于 2012
年5月不慎遗失“后海温泉小镇”
会墙安装所幕工程项目部专用章、
琼中县兴业商贸广场沿街商业楼
（二期）项目部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2015988625）于 2015
年11月不慎遗失那大镇政府环卫
职工棚户区改造项目部专用章（签
经济合同无效）、金江污水处理厂
整改项目部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儋州市第二看守所建设项目
部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声明
作废。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2015988625）于 2016
年6月不慎遗失海南省民族技工
学校学生宿舍楼项目部专用章（签
经济合同无效）、屯昌县吉安小区
北侧连接道路市政项目部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教学楼（综合
实训楼）项目部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声明作废。
●海南方成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2015988625）于2017年
2月不慎遗失县疾控中心和县卫生
监督所业务用房建设项目部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海口市南沙
特色美食街（B栋）项目部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定安县土地收
储项目五横路工程项目部专用章
（签经济合同无效），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琼海市博鳌儒商论坛，法定代表
人：黎红雷，社会团体登记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469002MJP2964
59P，地址：琼海市红日酒店6楼
601房，拟向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成立，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日起45天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丝路海洋经济研究院（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000034816619
1J）拟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45
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口音域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180
万元减至100万元，原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三亚华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U3077）经公司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万元
减至人民币500万元，请债权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我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省少数民族工贸总公司旗下
的海南省少数民族农工商经济开
发公司；海南椰风旅行社；海南省
少数民族工贸房地产开发公司；海
南省少数民族工贸总公司民族开
发公司；海南省少数民族工贸总公
司实业发展公司；海南省少数民族
工贸总公司商贸公司经营部；6家
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白沙话通专营店不慎遗失海南
省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
用凭证一张，凭证号：0231230，金
额：3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华福装饰建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潘心帝不慎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编号：199946110460022710115
303，特此声明作废。
●王秋雁不慎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编号：200046110460022741001
176，特此声明作废。
●谢东进不慎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编号：200446110460103790210
121，特此声明作废。
● 兰 少 宁（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730423143X）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内部土地承包合同
书一份，合同编号为神泉企（场、
司）内包字〔2017〕DF0438号，声
明作废。
●王君成遗失“金凤凰”《游艇适航
证 书 》 ， 检 验 编 号 ：
2020HN000693，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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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

明珠广场物业资产招租公告
我司现有海口市明珠广场三楼东
区房产（建筑面积：4830平方米）
及地下负二层停车场（建筑面积：
600平方米）对外公开招租，租赁
期限：8年。租金起始价：第一年
30万元/月。递增方式：每三年递
增3%。合同履约保证金：100万
元。租金支付：按季度支付。报名
时间：2022年5月11日至17日，
报名地址：海口市海府路81号华
运大厦 901房商业事业部，联系
人：陈先生、周先生，联系电话：
65389930。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022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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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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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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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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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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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告知书

三综执（五支队）案告字〔2022〕51号
王忠元等23人：
你们2022年3月10日投诉三亚市
东方园中园有限公司拖欠你们工
资一案。经调查后告知如下：你们
与被投诉单位的劳动关系无法确
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项、
《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若干规定》
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建议你们向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劳动仲裁。
特此告知。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5月14日

公告
文昌文城艾黛申珂酒吧：
本委受理的吴清东与你酒吧劳动
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2〕第
58号），并定于2022年 6月16日
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开庭通知
书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地址：海
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文汇集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院
118 室 ，联 系 电 话 ：0898-
63382257）领取开庭通知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13日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
未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作为就业工作重中之重，
将帮扶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
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通知》提出，多渠道开发就业岗
位。扩大企业就业规模，对招用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
同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挖掘基层就业社保、医疗卫生、
养老服务、社会工作、司法辅助等就业
机会，社区专职工作岗位出现空缺要优
先招用或拿出一定数量专门招用高校
毕业生。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按
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
款及贴息、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
政策。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可实施中
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
《通知》要求，强化不断线就业服

务。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
庭高校毕业生，以及残疾高校毕业生和
长期失业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援助的
重点对象，提供“一人一档”、“一人一
策”精准服务。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延期
还款、减免利息等支持举措。推进公共
就业服务进校园，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
岗位归集机制，构建权威公信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大学生
就业指导名师、优秀职业指导师、优秀
就业指导课程和教材。深入实施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持续跟进落实实名服务。

《通知》明确，简化优化求职就业
手续。稳妥有序推动取消就业报到
证。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在就业协议书上签章环
节，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到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报到手续。档案
管理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服务机构
名录和联系方式。建立高校毕业生毕
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离校手续的必
要环节。推进体检结果互认，对基本
健康体检项目，高校毕业生近6个月

内已在合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的，用
人单位原则上不得要求重复体检。

《通知》要求，着力加强青年就业帮
扶。强化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失业管理
服务责任，允许到本地就业创业的往届
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毕业生及失业青
年进行求职登记、失业登记。鼓励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
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实习见习
基地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加项
目研究的，视同基层工作经历。

国办印发《通知》

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外交部：

坚决反对日欧炒作涉华议题
已提出严正交涉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许可）针对
日本和欧盟近日在有关会议上炒作涉华议题，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已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
和欧盟12日举行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对钓鱼
岛、东海、南海和台海局势，以及香港、新疆人权状
况表达关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后
声称，俄对乌发动战争，并同中国签署令人担忧的
协议，对世界秩序构成最直接的威胁。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日本和欧盟在有关会议上炒作
涉华议题，污蔑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地
区对抗，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有关方面提出严
正交涉。

赵立坚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
国固有领土，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
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在涉海问题上，
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愿同有
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地区和
平与安宁。台湾、香港、新疆事务都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奉劝有关国家把精
力用在管好自己的事，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劳他们
操心了。

“停办护照”“绿卡剪角”
传言不实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任沁沁）近
期，境外一些媒体出现我国“停办护照”“对绿卡剪
角禁止出境”的假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
言人13日对记者表示，这些假消息歪曲抹黑我出
入境管理政策，意图干扰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
依法、精准、有效的出入境管理措施，希望广大出
入境人员不信谣。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回应，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实施
从严从紧出入境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
积极响应，自觉做到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有效
降低了出境染疫、入境带疫风险。各地各级移
民管理机构在坚持防疫安全的基础上不断优化
出入境管理措施；对出国出境复工复产复学和
经贸、科研、就学等必要活动以及就医、照顾危
重病人等具有紧急人道主义事由的人员，及时
受理审批护照证件，办理出国出境手续，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正常生产、学习、生活和必要人员往
来的影响；对出国出境参与防疫抗疫、运送救灾
物资和鲜活农产品的人员和交通工具提供加急
办证和通关便利，有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安全
稳定。

国家移民管理局希望广大出入境人员不信
谣，遇有出入境问题，可通过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
服务窗口、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网站、微信微博政
务新媒体平台或拨打“12367”24小时服务热线咨
询了解相关政策，准确掌握权威信息。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3 日 电
（记者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3 日，京广高
铁建设安全标准示范线取得重大
成果，京武段拉通试验圆满成功。
预计 6 月 20 日起北京至武汉间将
率先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
营，北京至武汉间最短运行时间压
缩至3小时48分，旅客出行体验进

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总工程师叶阳升表示，

实施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推动高铁
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是一

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量技术
条件、市场需求、运营成本、环境整治
等各种因素。京广高铁按时速300至
350公里标准建设，目前常态化按时

速310公里达标运营。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试验采用

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速
综合检测车，对京广高铁京武段上

下行轨道、桥梁、通信、信号、接触网
等进行了综合检测，对高铁各系统
和整体性能按照时速350公里高标
运营的要求，进行了科学验证。试
验结果表明，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
规定，下一步进行安全评估和工程
验收后，预计6月 20日京广高铁京
武段将率先实现常态化按时速350
公里高标运营。

京广高铁京武段：

将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运营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
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
答的重大课题。

“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领
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自
觉担当尽责，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
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心系广大青
年，始终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
桥梁纽带”“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
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共青团明确
提出了4点希望，强调：“共青团要增
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团结带领
广大团员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
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智慧和
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
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共青团要牢牢扭住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一主
题，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青春力
量，唱响壮丽的青春之歌。必须深
刻认识到，只有坚持为党育人，始终
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
学校，才能帮助广大青年早立志、立
大志，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自觉担当尽
责，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
斗的先锋力量，才能让青春同党和
人民事业高度契合，让一代又一代
有志青年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
献；只有心系广大青年，始终成为党
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才
能履行好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
群众基础这一政治责任；只有勇于
自我革命，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
代前列的先进组织，才能跟上时代
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4 点希望，饱含
深情、催人奋进，为做好新时代共青
团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
要遵循。

共青团素有“党有号召、团有行
动”的光荣传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是共青团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舞
台。新征程上，共青团要立足党的事
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牢牢把握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
根本任务，从政治上着眼、从思想上
入手、从青年特点出发，引导广大青
年在思想洗礼、在实践锻造中不断增
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革
命薪火代代相传。要团结带领广大
团员青年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自觉
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国之大
者”，担当使命任务，让青春在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要紧扣服务青年的工作生命线，千方
百计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主动想
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急，让广大
青年真切感受到党的关爱就在身边、
关怀就在眼前。要把党的全面领导
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各领域，推动共

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探索团的基层
组织建设新思路新模式，严于管团治
团，在全方位、高标准锻造中焕发出
共青团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
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保持青
春特质的党，是永远值得青年人信赖
和追随的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
队，共青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
队。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
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中国共产
党始终向青年敞开大门，热情欢迎青
年源源不断成为党的新鲜血液。共
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着
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
贯通；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培养和
发展青年党员，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
色。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
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
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
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各
级党委（党组）要倾注极大热忱研究
青年成长规律和时代特点，做青年朋

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
年群众的引路人；各级党组织要落实
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支持共青团按
照群团工作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
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刚健勇毅，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
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在青春的赛道
上奋力奔跑，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
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一定能
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担当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历史重任，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
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智慧和
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