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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2022年临时股东会会议，现将会议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2022年6月2日上午10:00。
（二）会议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时代海岸B-

03A房。
（三）会议主持人：执行董事卢劲东。
（四）会议表决方式：与会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

投票的方式通过会议的有关决议。
二、会议事项：
（一）审议并表决本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二）审议并表决本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鹏投资有限

公司关于三亚嘉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三、参加人员：
公司全体股东：张广仁、卢劲松、卢劲东。如股东本人因故不

能亲自出席，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由被委托的代理人依法行
使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权力。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会议时，应出
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还应向股东会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一
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留公司存档。

四、其他事项：
联系人：卢劲东
联系方式：18889843755
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时代海岸B-03A房
特此通知！

上海嘉鹏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5日

上海嘉鹏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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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第

二十五条第三款“填海项目形成的土地被依法纳入土地管理的”等

有关规定；所涉填海造地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依法纳入土地管理，我局依职权办理以下海域使用权注销登记，

同时作废对应的不动产权证书，现予以公告。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2日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海域使用权登记公告

遗失声明
海口鼎利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0000890465；公章、发票专
用章；未开具普通发票10张，票号
24600641～24600650，声明作废。
●万宁广百佳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6MA5RD88T1R)，不 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郑青梅遗失海南省第二卫生学

校 毕 业 证 ， 证 号 ：

HN08211830082，特此声明。

●邓家国遗失坐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府城镇那央村委会梧大

村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海口

市集用〔2012〕第007588号，声明

作废。

●本人陈莲珠，不慎遗失龙栖海岸

项目房屋委托改造及装修施工合

同 一 份 ，收 据 一 张（编 号 为 ：

JJL0000647，金额十万元），现声

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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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中金文化传媒（海南）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原法人章（何鸿），现声

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玉荣商行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000MA5TC4PN6Y，

声明作废。

●张菡芝不慎遗失海南澄迈南海

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6

栋1单元8E房装修保证金凭证一

张，号码：1307092，现特此声明作

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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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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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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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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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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记者
潘清）科创板做市商制度渐行渐近。
上海证券交易所5月13日发布公告，
就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相关规则公开
征求意见。

公告显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征求
意见稿）》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业务指南第X号——科创板股票
做市（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5月

28日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市以

来科创板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各项制
度安排经受住了市场检验。在竞价交
易基础上引入做市商机制，有助于增
加市场订单深度，一定程度上降低大
单交易对市场的冲击，提升市场稳定
性，减小市场买卖价差，降低投资者交
易成本。

5月13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

实施《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
业务试点规定》，对科创板做市商准入
条件与程序、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作
出规定。

按照做市规定的要求，相关实施细
则和业务指南对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
作出更加具体细化的交易和监管安排：

明确做市服务申请与终止。科创
板股票做市服务申请采用备案制，鼓
励具备做市交易业务资格的保荐机构

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
在持续督导期间为其保荐的科创板股
票提供做市服务；

明确做市商权利与义务。做市商
应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专用证券账户
开展做市交易业务，向市场提供买卖
双向报价，遵守权益变动披露及短线
交易等相关规定。对于积极履行做市
义务的做市商，将适当给予交易费用
减免或激励；

明确做市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要求。做市商应当建立风险防范与业
务隔离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
理制度，设置定期压力测试机制，确保
合规有序开展做市交易业务。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做好
相关反馈意见收集评估、吸收采纳等各
项准备工作后，适时发布相关业务规
则，推进科创板做市商机制平稳落地，
持续推进科创板市场高质量发展。

就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相关规则

上交所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14日从中国南水北调集
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5月13日，
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累计调水量
达到531亿立方米。其中，为沿线50
多条河流实施生态补水85亿立方米，
为受水区压减地下水超采量50多亿
立方米。

南水北调工程自2014年全面建
成通水以来，南水已成为京津等40多
座大中城市280多个县市区超过1.4
亿人的主力水源。

去年5月14日，推进南水北调后
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河南省南
阳市召开。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蒋旭
光表示，一年来，南水北调集团扎实推
进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国
家水网主骨架、大动脉。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首个拟开工重大项目，对发挥南水
北调中线输水潜力、增强汉江流域水
资源调配能力、提高北方受水区的供
水稳定性有着重要作用。

蒋旭光说，南水北调集团把引江
补汉工程开工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全
力以赴推进项目法人组建、前置要件
办理、审批手续办理、招标准备、重大
关键技术攻关等开工准备工作。目
前，各项工作正按既定节点目标紧锣
密鼓推进，确保年内尽早开工。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5月13日
召开的深入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上说，要加快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规划建设，重
点推进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前期工作，
深化东线后续工程可研论证，推进西
线工程规划，积极配合总体规划修编
工作。

南水北调工程累计调水超53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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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铁东铁线过海段今日通车
新华社香港5月14日电（记者王茜）港铁东

铁线过海段将于15日通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14日在出席通车庆祝典礼时表示，东铁
线将维港都会区与北部都会区紧密连接起来，香
港南北两个都会区将并驾齐驱、互相辉映，促进港
深两地进一步融合发展。

东铁线过海段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超过百
年历史的东铁线将跨越维多利亚港，成为香港第
四条过海铁路。过海段通车后，东铁线将由目前
的红磡站延伸至金钟站，乘客不用转线即可往来
新界东北和香港岛，大大拉近了新界东北居民与
湾仔北及金钟的商贸和会展区的距离。

林郑月娥说，随着屯马线去年全线开通和15
日红磡至金钟段通车，一个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
网络将为香港市民带来更大的出行方便。

林郑月娥还介绍，目前其他铁路项目正有序
开展，她期待各个铁路项目在下届特区政府与不
同持份者合作下全力推进，进一步完善香港铁路
网络，支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

东铁线最早于1910年投入使用，由九龙经新
界到罗湖，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一条重型铁路。
东铁线见证了香港铁路一个世纪的蜕变，由初时
的蒸汽火车、柴油火车，到八十年代提升至电气化
火车，并陆续引入各款近代列车。

台湾地区学生可依“统测”成绩
申请福建19所高校

据新华社福州5月14日电（记者邓倩倩）记
者日前从福建省教育厅获悉，福建 19所高校
2022年首次试点依据台湾“统测”成绩招收台湾
高中毕业生。“统测”，即台湾科技院校四年制及专
科学校二年制联合统一测试。

据悉，首批试点招生的福建高校包括闽南师
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技术
师范学院、闽江学院等13所本科高校，以及福建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水利电力职业学院、厦门
城市职业学院等6所高职院校。

闽江学院教务处招生办负责人刘晓云介绍，
在落实教育部开展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
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前期经验
基础上，福建高校的新试点工作向技术型、职业类
科学生拓展。

“大陆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将为台湾学生上大
学提供更多机会。”刘晓云说，招生工作从5月开
始，学校接到台湾学生递交申请材料后，还将组织
进一步考核选拔；录取之后，将细致规划入校后的
培养方案，确保他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翁朝
葵介绍，作为福建省唯一的培养职教师资的高校，
学校通过教育部港澳台办对港澳台招生资格备
案，本次试点拟招收20名台湾学生。

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
将易地举办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肖世尧 公兵）
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中国组委会14日发布公告
宣布，受疫情影响组委会难以在当前对明年的亚
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办赛作出承诺和安排，经各
方商议决定，本届亚洲杯将易地举办。

“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原定于2023年6月
16日至7月16日在中国举行。受疫情影响，中国
组委会当前难以对明年的亚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
办赛作出承诺和安排。经亚足联、中国足协和
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共同商议后决定，本届
亚洲杯足球赛将易地举办。新的比赛地点将尽快
确认。在此，我们对亚足联、各承办城市和社会各
界对前期亚洲杯筹备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
感谢！”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在公告中说。

亚足联表示，在前期筹备过程中，亚足联与中
国足协、2023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密切合作，已完成
一系列重要里程碑事件，包括赛事标识的发布等。

“感谢各方为了亚洲杯赛事的共同利益，做出
了这个十分艰难但又必要的决定，这为亚足联提
供了所需的时间来评估当前的形势及研究选择
2023年亚洲杯备选场地。”亚足联说。

中国在2019年6月获得2023年亚足联亚洲
杯举办权，本届赛事原计划在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和苏州10座城市
共同举行。“十三五”期间，我国城乡新增残

疾人就业180.8万人，全国共有各类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2700余家，就业
服务工作已延伸至县级。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
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达880万
人。但残疾人就业还面临技能水平偏
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稳定性差等
困难和挑战，促进残疾人就业高质量
发展仍需全社会努力。

近年来，随着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专项招
录残疾人公务员实现突破，京东、阿里巴
巴等互联网企业也推出面向残疾人的云
客服、电子商务、居家就业等专属岗位，

残疾人就业呈现多渠道、多层次发展。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

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年）》，明确3年共实现全国城乡
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的目标。

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副主任、一
级巡视员解宏德表示，今后一段时间，
针对未就业残疾人，各级残联和相关
部门将开展调查、摸清需求，集中精力
帮助具备就业条件和就业意愿的残疾
人实现就业。

让残疾人心无“碍”，“职”面未来，
逐梦精彩人生！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邰思聪 谢樱 高蕾）

心无“碍”“业”无疆
5月15日是第三十二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就

业是最大的民生，是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的关键。近年来，社会各界助力残障群体心无“碍”，加强
技能培训和服务支持，让他们融入社会，逐梦未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贡献智慧，实现人生价值。

2022年3月4日，是北京市赢冠
口腔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郭大鹏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作为北
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炬手，他高举火
炬，直视道路前方，短短近百米的火
炬传递距离，郭大鹏认真完成。

“那天，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
豪。这也是全公司所有残疾人职工
的共同荣耀。”郭大鹏回忆起当天，仍
显得十分激动。

“十几年来，我们与北京市残联
合作，为残疾人进行口腔技师专项培
训，并提供就业岗位，累计培训残疾

人400多人次，通过就业、增收，让他
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郭大
鹏说。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也
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强技能，在人生
的赛道上，残疾人也能赛出精彩。

2008年北京残奥会后，郭大鹏发
现不少残疾人运动员面临退役后的
就业问题。“健全运动员退役后还能
从事相关运动项目的执教工作，但是
残疾人运动员退役后的选择相对更
加有限。”他说。

郭大鹏介绍，公司已同时拥有4

名残奥会冠军，并且残疾人运动员
职工在集训和参加国内外所有赛事
时，工资和社保都由公司承担。目
前，赢冠口腔残疾人员工占比超过
了 50%，公司不仅为他们提供免费
食宿，还为他们的生活、工作环境进
行无障碍改造，让残疾人员工获得
充分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更有信心实
现自我价值。

“只有让残疾人员工有傍身技
能，才能稳住就业，帮助他们积极融
入社会，实现和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郭大鹏说。

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水车镇
的贫困户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内，

“潇湘木业公司”的牌子格外醒目，惟
妙惟肖的木雕工艺品经常让游人驻
足观赏。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公司的
老板是40多岁的奉湘波。

襁褓时的奉湘波身患脊髓灰质
炎，连续多日高烧不退，最终落下左
腿残疾。16岁时，为减轻家中负担，
他辍学外出求艺，先后跟随几位雕刻
家学艺。学艺八年，奉湘波的雕刻手
艺不断精进。

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奉湘波也

深知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手中的技能
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于是，2014
年，奉湘波回到家乡，打算凭借雕刻
手艺，自己创业。在驻村工作队积极
协调下，为他争取到10万元无息贷
款，助力他办起了木雕制作坊。

在紫鹊界山下，奉湘波和妻子开
办了一家小门店，开启了创业之路。

奉湘波负责雕刻，妻子负责抛
光、做漆。凭借精湛的手法和实惠的
价格，奉湘波制作的木雕、根雕大受
好评，不少游客爱不释手。一年后，
奉湘波一家实现了脱贫，迈出了奔向

美好未来的坚定步伐。
产品受欢迎，生产规模也不断扩

大。但奉湘波招工招徒只有两个标
准：要么是残疾人，要么是贫困户。
从办厂以来，他的木业公司共带动了
430位残疾人学艺、就业，并带领乡亲
父老走上致富之路。

尽己所能、自强自立，就能努力
成为生活的强者。

“当年我回乡创业，得到了很多
人的帮助和支持，现在我想用自己的
一技之长，帮助更多残疾人和乡亲们
开创美好生活。”奉湘波说。

创业带就业，惠及更多人

强技能培训 稳就业

助残疾人就业，仍需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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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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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宁夏“脊髓损伤残疾人能力重建训练项目”的“同侪训练员”（右
一）在指导学员学习轮椅与床之间的转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