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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通什市通圣实业开发联营公司：
1994年3月，原通什市人民政府在没有开展土地征收补偿工作，

你公司也没有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依法足额缴纳有
关费用的情况下，给你公司颁发了（通国用〔1994〕字第202号）土地
证，证载面积：723536. 17平方米（合1085. 25亩），土地用途为商住、
游乐、度假用地。该行为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1994年版）第十七条、《土地登记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

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1994年版）第八十五条、《海

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2018年版）第七十七条、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
100号）文件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市政府决定收回非法批准给你
司的土地使用权，并由我市不动产登记机构注销登记在你公司名下
的（通国用〔1994〕字第202号）土地证。

如你公司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海
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非法批准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五指山中盛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你司开发建设的“环宇花园”项目位于五指山市通什镇政府西

侧，土地证号为五国用〔2010〕第73号，证载面积为5611平方米（折合

8.41亩），证载用途为综合用地。该项目容积率已从1.0调定为5.06。

依据有关规定请你司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协

商委托土地评估机构对提高容积率开展评估工作，逾期不与我局协

商的，我局将自行委托土地评估机构对调整容积率事宜进行评估，

并征缴增容费。

你司对我局的征缴增容费的行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有

异议，请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向我局提出。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尽快补办“环宇花园”项目提高容积率手续的通知

海南鸿琛工贸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公告
为做好海南鸿琛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处置工作，切实维护广

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债权申报登记事宜公告如下：一、
申报登记截止时间：2022年8月15日。二、申报登记需要提供：1.
债权人主体资格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护照或其他身份
证明文件、有效送达地址和联系电话等；法人或其他团体组织的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有效送达地址和联系电话等。
2.债权证明文件：合同、结算书、银行资金往来凭证及其他证明文
件。三、申报登记应由本人、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亲自办理。
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四、债权人应如实申报债
权。如虚报、伪造债权，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五、
申报登记地址：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栖凤路16号，联系电话：
18808974886，联系人：张建。六、上述债权申报登记行为，不视为
海南鸿琛工贸有限公司的清偿承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
效力。特此公告。 海南鸿琛工贸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废旧PS版处置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

大约35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

标。标书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7月22日止。

地 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印刷厂五楼。联

系人及电话：伍先生13807582120，周先生

13807695952。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海南友联五岳置业有限公司因保

管不善将临国用〔2014〕第002号/

临国用〔2014〕第 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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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的规

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两宗不动产

权证书作废。

特此声明。

●澄迈金江茶园茶茶艺馆（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0000MA5TA9BL34）遗 失
公章，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方帼际幼儿园（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9007MJP320877G）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声明作废。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
向阳村八组村民麦建荣遗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7100204080025J ，
原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流 水 号 ：琼
〔2016〕乐农权第2058382号 ，声
明作废。
●海口秀英满口香驴肉餐饮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1051987967，声
明作废。
●海南祥锐道路货物运输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琼E29736《道路运输
证 》 正 、 副 本 ，证 号 ：
462000063391，声明作废。

拍卖变更公告
我公司2022年 6月 29日刊登于
《海南日报》A15版的《海南金鼎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
（202207015期），因疫情原因变更
如下：1.竞买保证金缴纳由原截止
时间2022年7月14日17时变更
至2022年7月20日17时。2.展示
时间增加2022年7月18日～7月
19日两天。3.拍卖会开始时间由
原定2022年7月15日上午10时
30分变更至2022年7月21日上午
10时30分。4.原公告其它事项不
变。拍卖人联系电话：0898-
66825575、 13976607840、
13807576766安先生、张女士。委
托方监督电话：0898-63330451。
特此公告。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海口宇琦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卢玉亮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461221900147，声明作废。
●海南泓锦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8YH0L67）遗 失
（邓 栋 文）法 人 印 章 ，编 号 ：
46900300064969，声明作废。
● 黄 亚 文 ，身 份 证 号 ：
460200196807151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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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泉企（场、司）
内包字〔2019〕CT0244号，声明作
废。
●沈钟太不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镇新琼村委会溪边村宅
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集
用〔2010〕第 000978 号，声明作
废。
●海南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91424577，声明作
废。

合作邀请
范围：琼海维嘉国际广场，主体结
构施工扩大劳务分包。有意者联
系 18789155563 符女士。

减资公告
海南香农世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NE676）经 股

东会议决议，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亚太文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公章、法人章、
财务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3份，
票 据 号 如 下 ：042048804X、
0420489384、0420489480，声明
作废。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2022年7月14日

遗失声明
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468837MB1633491A）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迈支
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分别为单
位基本账户J6410039071301 和
单 位 零 余 额 账 户
Z6410001614001，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商业信息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陈仁杰因遗失补办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申请补办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地籍调查事宜。经查
询，我局档案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东
海路西侧，土地面积为145.14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
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陈廷
艺，南至钟广连，西至王永平，北至
符浪。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
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
自然资源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
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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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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美虹于2022年7月13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006198509025623，身份证有
效期：2019.12.26～2039.12.26，特
此声明。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原
名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大同一横路10号市
中级法院宿舍2幢804房的房权
证，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
第70857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原
名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大同一横路10号的
房权证，证号为：房证字第17521
号，声明作废。
●中共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总支
部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0362704，声明作废。
● 陆 忠 慈 ，身 份 证 号 码 ：
310107195403155417，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63的
入会约定书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市海达路金都花园11、12号别墅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207HN017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海达路金都花园11、12
号别墅，挂牌底价14,362,800元。标的约建于1995年，钢混结
构，坐东朝西，户型11房5厅6卫4厨，建筑面积1055.62m2，共四
层，占地面积262.69m2。金都花园小区周边交通便捷，商业繁华，
学校等公共设施配套完善。房屋目前闲置。

公告期：2022年7月15日至2022年8月11日。受让方资格
条件等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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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
0898-66558003施女士、65237542刘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7月15日

朱建国（身份证号：362428195712200014）：
你因未取得合法占用林地手续，擅自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什巴村委会第四队开垦林地种植香蕉2022年4月29日被本机关立
案查处，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机关于2022年7月13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你收到行政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恢复占用林地种植香蕉地块原状。2.非法开
垦林地面积 58415.76 平方米，处以每平方米 7 元的罚款，共计
408910.32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陵
综执（生态）罚决字〔2022〕48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将罚款交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账户名称：陵
水黎族自治县财政局，银行账号：46001005736053000853-0030，到期
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
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如不服处罚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司法局受理）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
内依法向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
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
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联系人：李
锦锋、卓进荣 联系电话：0898-83325195。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新丰路37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7月13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稳经济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地见
效，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
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
司长袁达14日说。

近期，上半年及二季度经济数据陆
续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上半
年经济形势媒体吹风会上，相关司局负
责人对当前经济运行热点作出回应。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
回升、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金贤
东说，回首上半年经济运行轨迹，前2
个月我国经济开局良好，3月下旬受
疫情反弹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
冲击，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增大。各地
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要求，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实
施稳经济大盘各项政策，取得积极成
效。5月下旬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持
续企稳回升，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袁达说，从产业运行看，夏粮再获
丰收，工业运行在经历4月的短暂下

降后，5月重回正增长，6月继续加快，
全国统调发电量同比增长4%，明显
快于上月，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经营好转。

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出口带动作
用明显，居民消费持续回升。前5个月
新开工项目数同比增长26.1%，新开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23.3%。随着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消费稳步恢复，
端午节期间市场消费明显回暖，6月全
国电影票房比上月大幅增长1.7倍。

从重点地区看，积极变化不断增
多，经济大盘保持稳定。福建、山东、
湖北、湖南等省份较好发挥支撑拉动
作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好于全国
整体水平。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省份
经济明显好转。山西、陕西、内蒙古、
新疆等省份，在采矿业及部分原材料
行业生产较快增长等因素带动下，经
济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袁达说，面对内外部阶段性、突发
性因素冲击，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
实现企稳回升，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
潜力。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宏观政策效
应进一步释放，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

回升、运行在合理区间。

“全年涨幅3%左右的
CPI预期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
幅上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
不下。我国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区
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平均
上涨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
松说，我国持续加强粮食、煤炭等重要
商品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以国内保供
稳价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有力保障物价基本稳定。“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但我们有底气、
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
合理区间，全年涨幅3%左右的CPI预
期目标可以实现。”他说。

万劲松说，当前我国商品和服务
市场供给能力总体充裕，煤炭优质产
能持续释放，今年夏收小麦产量高、品
质好，生猪产能总体合理充裕，近期能
繁母猪存栏量进一步增加，牛羊禽蛋
和蔬菜水果生产正常、供给充足，保供
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他说，将继续密切跟踪物价总水平
和重要商品价格走势，持续加强市场调
控，抓好各项保供稳价政策落地见效。
全力稳定粮食生产，进一步压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
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必要时适时投
放中央猪肉储备，指导地方联动投放储
备。以煤炭为“锚”继续抓好能源保供
稳价工作。指导各地认真执行价格补
贴联动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有
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
局长李云卿介绍，今年以来能源供需
总体平稳，受重点行业用电增长、气温
升高等因素影响，入夏以来全国日发
电量快速攀升，用能需求明显回升。

李云卿说，为全力做好迎峰度夏能
源保供工作，我国持续提升资源保障能
力，多措并举强化供需衔接，加快推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储备能力建
设。1至5月，全国煤炭产量18.1亿吨，

同比增长10.4%，6月以来保持较高产
量水平。目前统调电厂存煤1.7亿吨，
同比增加近6000万吨，可用26天。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有能
力、有底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
稳端牢‘中国饭碗’。”国家发展改革委
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张国华说，我国粮
食生产稳步发展，国内粮食市场运行
平稳，价格波动幅度远低于国际市场，
粮食物流和应急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今年3月以来，受疫情多点散发
影响，部分地区、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运行受到一定冲击。“通过共同
努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总体稳
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
术发展司副司长赵志丹说，继续扎实
推进保链稳链工作，持续补齐短板弱
项，持续破除瓶颈制约，持续强化风险
防范，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
司长霍福鹏说，随着工业稳增长系列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工业生产、投资、
预期均趋于改善，工业经济总体呈企
稳回升态势，为下半年平稳增长创造
良好条件。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安蓓）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
——国家发展改革委谈当前经济走势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7月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
会，分析经济形势，就做好下一步经济
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出席。

李克强说，二季度我国经济发展
极不寻常，超预期因素带来严重冲击，
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4月主要指
标深度下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力应对困难
挑战。我们及时果断施策，坚持不搞

“大水漫灌”，靠前实施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政策举措，按
照已确定的总体思路、政策取向，推出
稳经济33条一揽子政策措施等，召开
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稳住经济大盘
工作。政策效应较快显现，5月主要
经济指标跌幅收窄，6月经济企稳回
升，这极为不易。但经济恢复基础不
稳固，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稳住经济大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努
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抓住经济恢复重要窗口期，坚持发

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推进改
革开放，齐心协力在三季度巩固经济
恢复向好基础，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
归正常轨道。

李克强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要应对好两难多难问题，既稳增
长，又防通胀、注意防输入性通胀。要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既要有力，尤其
要加大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实施力
度，又要合理适度，不预支未来。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等实施时间才一个多
月，还有相当的实施空间，要继续推动
政策落地和效果显现。1.6亿多户市

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就业顶梁
柱。要逐条梳理助企纾困各项政策落
实情况，确保见效。进一步畅通交通
物流主干道、微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
链堵点，稳定市场预期。通过市场化
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做好促进高
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工作，坚决纠正
各类就业歧视。扎实保障民生。我国
物价总体平稳，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稳
定我国经济大盘提供了支撑。稳定粮
食能源价格是稳物价的关键。要在夏
粮增产丰收基础上抓好秋粮生产，确保
全年粮食丰收。当前正值电力迎峰度
夏，要进一步提升煤炭电力稳定供应能

力，坚决防止拉闸限电。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

国策。要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放管服”
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更大激发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用改革举措解难
题，坚持依法行政。用市场化可持续办
法扩消费，消除制约有效投资的障碍。
统筹兼顾，防止单打一、一刀切、层层加
码。继续扩大开放，落实稳外贸稳外资
政策，支持企业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在
公平竞争中实现互利共赢。

孙春兰、胡春华、王勇、肖捷、赵克
志参加。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推动经济尽快回归正轨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
外交部：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
是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朱超）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14日就非洲债务问题回答记者提
问时指出，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只是那些不希
望看到中国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作加快发展的
势力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英国慈
善机构“债务正义”发布报告，引用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数据，认为非洲国家借自西方
私人金融机构的债务是借自中国债务的3倍，利率
是中国的2倍，呼吁西方国家敦促私人金融机构参
与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49个有数
据可查的非洲国家共计6960亿美元外债中，借自
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不含中国，下同）的
合计占到约四分之三。“债务正义”对24个债务负
担最高的非洲国家的调查显示，这些国家未来7年
向私人金融机构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偿付中位
数分别为32%和35%。西方私人金融机构的贷款
平均利率几乎是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2倍。

“事实证明，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只是那些
不希望看到中国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作加快发
展的势力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汪文斌表示，
正如“债务正义”相关负责人指出的那样，“西方将
非洲债务危机归咎于中国，这是在转移注意力。
事实上，他们自己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石油交
易商的责任要大得多。”

“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及其私人金融机构和国
际多边金融机构，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缓解债务负担方面采取更有力行动，助力世界经
济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汪文斌说。

水利部门全力应对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刘诗平）从7
月15日开始，我国进入“七下八上”（七月下半月至
八月上半月）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各
项防汛应对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强调，
面对防汛关键期到来，坚持“预”字当先、“实”字托
底，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

据预测，14日至17日，受降雨影响，黄河中游干
流及支流汾河、无定河、泾河、北洛河、渭河、沁河，海
河南系漳卫河、滏阳河，淮河流域南四湖、沂河、沭河
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汾河、沁河、卫河
等河流可能超警，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就7月至8月汛情而言，据预测，我国气候状
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洪水干旱情势偏
重；珠江、汉江、黄河、海河、辽河、第二松花江可能
发生较大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