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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金控（海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10%股权

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6HN014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中投金控（海南）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10%股权。一、基本情况：中投金控（海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5年7月30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为贷
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等。截至2022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评估值为5039.51万元，负债
评估值为260.88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4778.63万元。标的详情见资
产评估报告。二、挂牌价不低于人民币550万元。三、公告期为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2 年 7 月 18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
查询。四、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 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刘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20日

恒福佳庭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绿洲路西侧。项目于2022年
3月通过规划许可。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
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对该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
部分进行面积奖励。奖励后项目总建筑面积19124.33m2，地上建筑
面积15243.70m2，计容建筑面积不变，装配式奖励面积418.02m2。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6月20日至7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
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恒福佳庭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

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通莱大厦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社区高登东街
东29号，该项目于2018年9月批建，建设单位结合施工图审调整场
地竖向标高。局部增设出地面风井及采光井后，机动车位相应调
整，总车位数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6月20日至7
月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通莱大厦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2022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正式启动
根据《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税务师职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2022年
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人
社厅发〔2022〕3号），2022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
从2022年 5月 10日 10:00至 7月 8日17:00，补报名时间从
2022年8月5日10:00至8月16日17:00，请广大报名人员仔
细阅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官网发布的公告文件（中国注册税
务师协会公告〔2022〕第14号），做好报名工作，同时也请广大报
名人员关注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和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微信
公众号、考试报名系统,及时知悉有关考试信息。

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
2022年6月15日

●三亚市崖州区高山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屯昌雨乡情种养专业合作社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张显辉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营运证，证号：460200204075，车

牌号：琼BD09608，现声明作废。

●海南和之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MA5TLMH72L）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根据《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

员工考勤休假管理制度》等规定，

凡本公司下列名单内职工，请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逾期未报

到的，视为自动离职，我司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等规定，依法解除与

你们的劳动合同关系并停职停

薪停保。名单如下：张国华，身份

证号码：460033196606050679；

蒙 美 东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3731021207，以上人员为

本公司无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

请尽快与本公司联系。

海南农垦荣光农场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0日

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

迈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及

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将进

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

0898-67622737。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2022年6月20日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
关于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09年12月22日2时，在三亚市

吉阳区亚龙湾安游路路口旁的田

地内捡到刚出生女婴一名，小孩身

体健康，拾捡时被一件粉色外套包

裹着。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三亚市吉阳

区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898-

88719428。联系地址：吉阳区迎

宾路 483 号区政府内人社大楼

403办公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局

2022年6月6日

公示
赣K56792、琼C58328、京AP1049、

琼C53972、琼C55702、赣K63216、

赣CQ2366、豫RA8811、琼A5367J、

琼C55932、赣C5208X、琼A08606、

琼AEL711请以上车牌号的车主

减资公告
洋浦永联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300767453865P）
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1978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5384.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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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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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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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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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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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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陈仁斌、杨扬、陈仁燕、陈仁福及陈
小雅的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的声明
尊敬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和信任。为保
障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旗下包括椰牛在内的所有品
牌，以下简称“我司”）及各位朋友的合法权益，我公司特此声
明如下：

我司原总经理陈仁斌、原财务会计杨扬、原审计总监陈
仁燕、原供应链总监陈仁福、原采购员陈小雅不再担任本公
司任何职务，其无权以我公司员工名义或代表我司及旗下

“椰牛”等品牌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签署任何文件、协议，以及
参与任何活动。以上五人以我司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我司
均不予认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保障您的合法权利及交
易安全，凡涉及本公司业务的事项，请及时联系本公司人力
行政部（联系电话：0898-65728318，13876180180），再次感
谢大家！特此声明！

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0日

受委托,现对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航产业板
块新设混合所有制公司,公开征集一家市场战略投资者,公告
如下：

一、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以持有的相关股权
及项目资产作价出资，同时引入1家国资股东、1家市场战略
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平台共同发起设立混合所有制公司，现通
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1家市场战略投资者。

二、本次征集的市场战略投资者持有混合所有制公司
34%股权，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737亿元。混合所有
制公司设立后,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8亿元。

三、遴选方式：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
向投资人，采用“综合评议”的方式确定市场战略投资意向方。

四、公告期为2022年6月20日至2022年7月18日。对
市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等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
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20日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通航产业板块新设混合所有制公司

征集市场战略投资者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6HN0147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依照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
家超的提名，国务院2022年 6月19
日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
主要官员。任命情况如下：

任命陈国基为政务司司长；
任命陈茂波为财政司司长；

任命林定国为律政司司长；
任命卓永兴为政务司副司长；
任命黄伟纶为财政司副司长；
任命张国钧为律政司副司长；
任命杨何蓓茵（女）为公务员事务

局局长；
任命麦美娟（女）为民政及青年事

务局局长；

任命邓炳强为保安局局长；
任命曾国卫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局长；
任命卢宠茂为医务卫生局局长；
任命许正宇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局长；
任命蔡若莲（女）为教育局局长；
任命宁汉豪（女）为发展局局长；

任命丘应桦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

任命何永贤（女）为房屋局局长；
任命林世雄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任命孙玉菡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任命谢展寰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任命孙东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任命杨润雄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局长；
任命胡英明为廉政专员；
任命林智远为审计署署长；
任命萧泽颐为警务处处长；
任命区嘉宏为入境事务处处长；
任命何珮珊（女）为海关关长。
上述主要官员将于2022年7月1

日就职。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

6月2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
行图，客货运输提质增效，城市间旅行时间再压
缩，有效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图为6月19日，一列高铁列车行驶在宝兰高
铁甘肃定西段。 新华社发

全国铁路今日起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

指导抗旱保夏种促夏管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于文静）近

期，黄淮海大部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农业
农村部19日派出3个工作组并组织专家科技小
分队，赴河北、山东、河南受旱地区，指导地方落实
科学抗旱关键措施，高质量完成夏播任务，推进夏
管顺利开展。

据了解，5月以来，黄淮海地区降雨偏少、气
温偏高，土壤失墒较快，局地出现旱情。特别是6
月15日以来，黄淮海大部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河
北、山东、河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至38摄氏度，
局部超过40摄氏度，旱情持续发展，给夏种夏管
带来不利影响。

农业农村部5月底下发通知，提早部署抗旱
促夏种夏管工作。6月19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工
作组并组织专家科技小分队，赴受旱地区开展工
作督导和技术指导。

据了解，工作组将实地察看土壤墒情，了解夏
种夏管情况，分析评估干旱影响及发展趋势，研究
提出对策措施。会同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分区域、
分作物制定完善科学抗旱保夏种促夏管技术意
见。指导各地及时抢墒、造墒、补墒播种，落实抗
旱播种技术，确保种足种满、种在适播期；对已播
作物及时充分挖掘水源，应浇尽浇；没有水浇条件
地块，落实相关措施，提高植株抗逆能力。

“三夏”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忙夏种，田间
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图为6月19日，在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
县龙脊镇平安村，村民在梯田上插秧。 新华社发

抢抓农时忙夏种

据新华社香港6月19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
言人19日表示，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国务院今日
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
官员。对此，我们表示坚决拥护，并向获
任命官员表示热烈祝贺。相信并期待新
一届特区政府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李家
超先生的带领下，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奋
力开启新的篇章。

发言人指出，此前香港特区政府根据
以往施政经验，结合新阶段发展需要，提
出了优化重组特区政府架构的建议。有
关方案提出后，经立法会在一个月内认
真审议通过，体现了两届政府之间密切
对接，体现了新选举制度下行政和立法

的良性互动。国务院任命的新一届特区
政府管治团队，符合中央对特区政府主
要官员的政治要求，充分展现出“爱国者
治港”新气象。新的管治团队爱国爱港
立场坚定，做事理念一致，成长背景多
元，人员结构合理，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
较高的管理能力。

发言人表示，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
及兴的关键时期，相信并期待新一届特区
政府能够坚定不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
定的宪制秩序，广泛团结香港各界人士，
坚持“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升治理效
能，着力解决与市民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
深层次问题，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
固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以实际行动回应
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对新一届政府的期
待，在新起点上有更大作为。

香港中联办对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获任命表示祝贺

期待有更大作为 书写新的篇章

■ 新华社评论员

“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
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
重大政治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
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
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新时代反腐败
斗争取得的显著成效、积累的重要经
验，并就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作出
具体部署，为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
战、持久战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通过前所
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
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

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成绩来之
不易，经验弥足珍贵。构建起党全面
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从治标入手，
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始终坚持严的
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
败；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构筑拒
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加强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这六条经验，是紧密
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整体，彰
显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凸显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
坚定意志，蕴含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
政治智慧，必须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
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对腐败的

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必须将
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不敢腐的强
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
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

“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
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
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加强党
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
根本保证。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
严治党才能治好党。要发挥党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责任，
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
责任格局。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挥政治监
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

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
要作用，打好总体战。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始
终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
度。只有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
恶务尽，才能形成强大震慑。要统筹推
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准确把握腐败阶
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突出问题导向精
准发力，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
域、易发环节，有针对性地集中整治，坚
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把
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完善管
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是治本之策。善理
疾者绝其源，善除害者察其本。推进
反腐败斗争，必须补齐制度短板，扎紧
制度笼子。要从源头着手，强化权力
制约，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把反腐败防
线前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

革，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
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
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
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把
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必须抓
住“关键少数”，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
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
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
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既严于律
己，又要带好头、尽好责。纪检监察干
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
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
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9日发表题为《新团队 新气象 新篇章》的文章指出，
今天，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政府26名主要官员。这标志着第六届特区政府管治
团队正式组成。我们对此表示祝贺。

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

“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
国者治港’。”第六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组成，是香港
在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上，贯彻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又一成功实践。第六届特区政府
管治团队符合中央对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政治要求，
充分展现出“爱国者治港”新气象。这个管治团队具有
坚定的爱国爱港政治立场，“五湖四海”的聚合性，高素
质、专业化的鲜明特征，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责任心，宽
广的国际视野等特点。

文章说，当前，“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第六

届特区政府必须善于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
善于为民众办实事、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善于履
职尽责，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奋力谱写香港发展新篇
章，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辜负中央的厚望，不
辜负广大香港市民的期盼。期待第六届特区政府在全
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上有更大作为、在务实破解
香港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有更大作为、在
全面促进香港社会事业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在积极推动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有更大作为、在不断巩固提升
香港国际竞争优势上有更大作为。

文章表示，今日之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
站在“爱国者治港”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中央政府的大力
支持，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相信坚定的爱国者一定会
把香港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相信第六届特区政府必将
团结带领750万香港市民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共创香港
更加美好的明天，共谱“一国两制”实践的崭新篇章。

国务院港澳办：

新团队 新气象 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