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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日前，
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

《方案》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深化粤
港澳互利共赢合作，厚植历史文化底

蕴，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
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高水平对外
开放门户、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和
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将南沙打造成
为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

《方案》明确，到2025年，南沙粤港
澳联合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产
业合作不断深化，区域创新和产业转化
体系初步构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水平
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
源加速集聚，成为港澳青年安居乐业的
新家园；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基本形成，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园区
建设运营模式基本确立，先行启动区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到2035年，南沙区
域创新和产业转化体系更趋成熟，国际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明显提升；生产
生活环境日臻完善，公共服务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区域内港澳居民数量显著提
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
在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中
发挥引领作用，携手港澳建成高水平对
外开放门户，成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重
要平台。

《方案》从五个方面部署了主要任
务。一是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

地。强化粤港澳科技联合创新，打造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推动国际化高端人才集聚。
二是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协
同推进青年创新创业，提升实习就业
保障水平，加强青少年人文交流。三
是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建设中
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增强
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加强国际经
济合作，构建国际交往新平台。四是
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打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有序推进金融市场
互联互通，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相互衔接水平。五是建立高质量城市

发展标杆。加强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合
作，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粤港澳
教育合作，便利港澳居民就医养老，强
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方案》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资金、要素等政策支持，创新合作
模式，支持港澳积极参与南沙开发建
设。要加强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在
重大政策实施、重大项目安排、体制机
制创新等方面给予指导支持，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统筹
协调、跟踪服务和督促落实，广东省与
港澳加强沟通协调，广州市落实主体
责任，切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新修订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

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对
信息内容呈现结果负责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14日发布新修订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新规定要求，应用程序提供者
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信息内容生态
治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
管理制度，确保网络安全，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自2016年8月1日
施行以来，对于维护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随着移动应用程序快速发展、广泛应用，新情况新
问题不断出现，需要适应形势发展进行修订完善。

新规定共27条，包括信息内容主体责任、真实
身份信息认证、分类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及行
政管理等条款，将于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新规定明确，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对信息内容
呈现结果负责，不得生产传播违法信息，自觉防范和
抵制不良信息。同时，要求应用程序提供者和应用
程序分发平台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醒目、便
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公布投诉举报方式，健全受理、
处置、反馈等机制，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应用程序提供
者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按照新规定要求，切
实履行责任和义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自身
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断促进应用程序信息
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深圳莲花山，习近平总书记十
年前亲手种下的高山榕树，根深叶
茂，枝繁如盖。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广东考察，指
引广东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努力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
煌。牢记总书记嘱托，广东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勇立潮
头、开拓进取，以更大魄力、在更高
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
止步”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得风气之
先的地方，也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2012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就来到广
东，发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的动员令。

2018年10月，改革开放40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踏上广东这
片热土，号召广东“继续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扩大开放，努力创造出令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一
次到广东考察，释放出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时代强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
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南海之滨，春潮涌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广东以此作为统领全

省工作的“纲”。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

布3年多来，大湾区经济总量从2018
年的 10万亿余元增长到2021年约
12.6万亿元。

加快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持续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
对接，着力推进三地“湾区通”工程，打
造“数字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
点、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等重大改革
落地见效……

潮涌珠江两岸阔，放眼南粤气
象新。

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因改革而
生、因改革而兴的深圳被赋予更重大
的使命：为全国层面深化改革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两年多来，广东
省、深圳市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意
见中提出的56项重点任务中，探索知
识产权证券化等11项已经完成，筹建
海洋大学等45项取得重大进展，共有
五方面47条经验在全国推广，先行示
范作用进一步彰显。

从深圳综合改革试点40条首批
授权事项全部落地，到广东自贸试验
区36项改革全国首创；从抢抓《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机遇、实
施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到稳固
供应链、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合作……广东全面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更广阔
的空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把创新发展主
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创新既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迫切
需要，也是做实做强新发展格局战略
支点的动力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
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
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寄予厚望：“这
些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
的一面旗帜，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2021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突破3万亿元，正在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

2012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考察时，对
其继续保持创新优势提出希望。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努
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
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保持发展领先和竞争优势，创新
是第一动力。2012年时，腾讯开发的
微信及Wechat注册账户约3亿，如
今两者合并月活账户数已达 12.88
亿，成为全世界最主流即时通讯工具
之一。腾讯公司真切体会到，未来企
业竞争拼的是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
坚持用创新的方式去突破，积极响应

数字中国战略，努力成为各行各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助手。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地
方政府和企业努力的方向。格力电器
不断加深对坚持走自力更生、自主创
新发展道路重要性的认识，研发经费
按需投入、不设上限，在智能装备、通
信设备、模具等领域持续发力，不仅在
空调相关领域掌握核心科技，还实现
了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

创新不是大企业的专利。在广州开
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园区中央地带有一
块巨石，上面镌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八个大字，
激励着广大中小企业扬鞭奋蹄。

创新已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高新技术企业突破6万家；全社会
研发经费支出增加到3800多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3.14%；区域
创新综合能力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

建好用好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
室，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做强广深港、广珠澳
科技创新走廊……广东正致力于攀登
科技高峰，努力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
调性”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
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

“要坚持辩证思维，转变观念，努力把
短板变成‘潜力板’”，并殷殷嘱托要

“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
为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2018年以来，广东实施“粤菜师
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
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满足“大需
求”、促进“新发展”，助力城乡之间、珠
三角与粤东西北之间缩小差距。截至
目前，三项工程已累计培训768万人
次，成为广受欢迎的民生品牌。成千
上万的厨师、技工、保姆，因此摘了“贫
困帽”，改变了人生和家庭命运。

既要让强者更强、优者更优，也要
让追赶者发挥后发优势，广东正在构
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珠
三角核心区发展能级持续提升，沿海
经济带产业加速集聚，北部生态发展
区绿色发展成效显现。

对于欠发达的粤东粤西粤北地
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构建起

“跨县集群、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
一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清远市连
樟村，如今面貌一新：泥巴路变成水泥
路，实现5G连续覆盖，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果蔬大棚都装有环境监测系统。

连樟村党总支书记陆飞红说，我
们通过发展乡村特色旅游，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引
资发展灵芝、药材等特色产业，村民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站上新起点，舞台更宽广。珠三
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
区在各自跑道上赛龙夺锦、各展所长，
区域协调发展的图景越来越美好。

（新华社广州6月14日电）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广东篇

遗失声明
黄 成 宣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6197001047237）不慎遗失

坐落于海南省万宁市兴隆华侨农

场工会路第一栋第六间上下两层

干部宿舍楼的房产证，特此声明。

●林雪平遗失海口大成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046002000105，发票

号 码 ：00598349，票 面 金 额 ：

1913351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恒茂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5MA7L8FM89M）遗 失

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张德智不慎遗失医师资格证，证

号 ：

20154611046010319910124031

2，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人民政

府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群英信用社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410001551902，

声明作废。

●符方圆不慎遗失机动车驾驶证，

证 件 号 码 ：

460006199104258116，声 明 作
废。
●海南彬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公告
海口投源实业有限公司发包给我
司的“五源河公寓二期项目施工6
标”正进行尾款结算，我司业已委
托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对本项目
范围内的债权债务进行登记、磋
商，并已召开了两次债权人大会。
截至目前，该项目施工负责人付天
安仍未向我司上报整个项目账目，
导致我司无法核实项目债权债务
情况，结算工作迟迟无法推进。现
通知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十五日内，联络、督促付天
安向我司上报整个项目账目，逾期
我司将不再接收，由此造成的一切
损失、后果与我司无关。特此公告
湖北鑫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黄思涵遗失准迁证，编号：琼

00929338，声明作废。

●儋州旺达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L043754434）遗失合力

叉车车辆合格证原件一份，合格证

号：020308A8856，发动机编号：

Q210582634H，声明作废。

●儋州旺达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L043754434）遗失合力

叉车车辆合格证原件一份，合格证

号：020308A3572，发动机编号：

Q200671823H，声明作废。

●张楠遗失东方御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东方万悦城1-1203

购 房 定 金 收 据 ，收 据 号 码 ：

0003282，金额：20000元，声明作

废。

●张楠遗失东方御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东方万悦城·万达广场项目

1幢1203号房商品房认购协议书

一份，编号：8601614，声明作废。

公告
陈兆嘉承租在新盈镇仓米村民委

员会营南经济社新市水库旁土地，

四至为东至排水沟，南至新市水库

土坝，西至桉树林地，北至入水口、

刘不田甘蔗地，合计 35.844 亩。

如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向临高县新盈镇仓米村民委

员会提出。

临高县新盈镇仓米村民委员会

2022年6月14日

以要求支付不合理的进度款为由，
拒绝进场施工，严重影响本项目施
工进度，因本项目为民生工程，涉
及东方市人民解决生活用水问
题。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我王水
光、陈昌清解除终止与你公司在
2020年6月6日签订的《东方市八
所供水工程（二期）施工二标的专
业分包协议》。特此公告。

王水光、陈昌清
2022年6月14日

比选结果公示
美安南区福邻中心项目中水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备安装工程于2022
年6月9日在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
化中心进行了比选，现将比选结果
公式如下：中选单位：海南省东姚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如对以上
结果有异议，请于本比选结果公布
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司
提出书面投诉；公示期满无异议，
我司将与海南省东姚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联系方式：0898- 66791999 崔
工。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公告〔2022〕琼01执857号之一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
南国际仲裁委员会〔2021〕海仲案
字第1917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
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梁雪萍与
被执行人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执行人梁雪萍申请强制
执行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
路18号民源小区1A栋201号房
的不动产权登记至梁雪萍名下。
现本院拟将上述财产裁定过户至
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财产权
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海南省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6月13日

终止合同公告
海南景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因你公司逾期未履行与王水光、陈
昌清于2020年6月6日签订的《东
方市八所供水工程（二期）施工二
标的专业分包协议》，自2022年5
月20日最后一次发函催告至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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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三亚提拉米苏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由壹佰万圆整
减为壹拾万圆整，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文昌川南树发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69005000045715；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6000532421

270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32421270-4，声明作废。

●屯昌县西昌镇合格村委会第九

组村民方家龙（身份证号码：

460026196310251814）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 证 编 码:

469022107201090015J，现声明

作废。

●海南澄迈思源高级中学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1210702，声明作废。

●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公章因

磨损需刻新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顺丰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车牌号为：琼E5521挂的道路运

输证，证号：462000063146，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招 租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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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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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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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720期）

受业主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7月19日10时起至7月20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
taobao.com）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海南哲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100%股权，该公司资产位于老城镇盈滨半岛约34亩一线海景
土地及地上2层3775.84m2的建筑物，参考价：1.5亿元，竞买保证
金：2000万元。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展示时间：
2022年7月14日至7月15日。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保证金账
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金贸支行（保证
金以款到账为准）。有意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7月18日17
时前与我公司联系，预约查看标的时间，并于拍卖会前在阿里拍卖资
产处置平台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按淘宝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联系方
式：0898-66736719、18976476929，韩先生；13398912133，李女士。

关于建设工程竣工结算资料催报公告
金光道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司于2016年1月28日中标《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务服务综
合楼周边绿化工程建设工程》项目，并于2017年8月3日按现状
完成竣工验收之后，因贵司长期未提供该项目竣工结算资料，导
致我单位无法办理竣工结算工作。为解决该项目“久拖不结”问
题，限贵司于公告之日起7日内向我单位报送该项目竣工结算资
料，若逾期未报，我单位将根据现有的项目资料进行单方面结算，
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贵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6月15日
联系人：黄心帅；联系电话：13617529663；联系地址：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154号209办公室。

受委托，将于2022年6月30日10时至2022年7月1日10时
（延时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7656fhh.store/s/FL4oZX）上
公开拍卖标的：1.原木、方木及半成品家具一批（阔变豆、缅甸花梨、
菠萝格等）；2.沃尔沃挖掘机2台；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阿里拍
卖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
买须知》后报名参与。一、上述标的均以交付时现状净价拍卖，拍卖
人对标的物所作的描述文字等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
何担保和承诺。竞买人必须现场看样自行核实了解后再决定参与
竞买，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成交款及佣金不多退少补。二、看样：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
展示。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64266、
通道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
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
入→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

（20220615期）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关于邀请参与环境保护验收、建筑
物及基坑监测观察、道路安全预验收
评价及桥梁沉降观测等服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海口市美兰区三
江镇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保护验收及排污许可证
办理服务；（2）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
程建筑物及基坑监测观察服务；（3）观澜湖北区区外排水工程（PG3
线）道路安全预、验收评价服务；（4）海口市白水塘生活垃圾转运
站升级改造项目桥梁沉降观测服务。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营业执照、
相关资质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工程部报名了解详情，
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至2022年6月17日
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
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
庄投资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工 68617692。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谢希瑶 潘
洁）商务部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1至5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7.3%，折合8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2.6%。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233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
用外资同比增长4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32.9%，高技术服务业增长45.4%。

从来源地看，韩国、美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52.8%、27.1%、21.4%（含通过自由港投
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6.1%、35.6%和17.9%。

前5个月我国吸收外资
同比增长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