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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
党。”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
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
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
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
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
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自我革命精
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在百
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
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
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
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
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
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

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
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
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
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
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10年来，
我们党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
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
革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风雨无阻、砥砺
前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
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
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
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
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全党必须
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
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
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

存在。实践充分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
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
必由之路。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
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确保
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前进
道路上，只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
忘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
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
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
病原体，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一再告诫
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

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
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全
党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永葆自
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的政治自觉，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不懈把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党的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
力。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
远虑、居安思危，勇敢面对“四大考验”、坚
决战胜“四种危险”，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

量，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建设成
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
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
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做到难不住、
压不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回望过去，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都证明，什么时候我
们党自身坚强有力，什么时候党和人民事
业就能无往而不胜。新的伟大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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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
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我们这个百年
大党就一定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
青春活力，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
坚强的主心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
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
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
讲话，深刻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
了百年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执着
和坚定，彰显了谋划复兴伟业、擘画强国
蓝图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

连日来，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一致表示，要坚定自觉用讲话精神统
一思想和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
指导实践。”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
说，“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必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大力弘扬理论
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
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
思想指引。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陈鹏正在为秋季学期的思政课备课。
他说，在新学期的授课中，要把总书记这
次重要讲话同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的
精神融会贯通起来，带领学生进一步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深深
感受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冯双白
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积极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明确提出必须
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就包含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要求。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一
仗接着一仗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间，
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

至是惊涛骇浪，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
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回忆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日日夜
夜，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
誉校长张伯礼感慨地说：“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回顾了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
5年。这真是极为不易、极其难忘的5
年。党中央带领我们一仗接着一仗打，
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考验，统筹经济
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
果，让我们更有信心继续应对前路上的
各种挑战。”

“10年间，党中央带领我们攻克了
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南大学校长陈卫说，“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的伟大变
革，为新征程上再出发提供了科学指
引。我们在食品工业领域从事研究工
作，要不断深化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
认识，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为
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政
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的
重大成就，之所以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
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
考验，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指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

究员孙东升表示，要将学习贯彻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同做好党史和文献研究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帮
助广大干部群众在更加宏阔的历史进程
中，更深刻地领会“两个确立”对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决定性意义。

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
己的事情做好

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
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
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
学生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建设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城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
的责任担当。”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
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陈少华表示，一定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
潜心科研，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新举措，为建设更加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钢
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加工五分厂
田利军说：“作为一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

技术工人，我深知掌握核心技术、突破
‘卡脖子’难题的重要性。总书记说，‘最
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我
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一颗刻苦钻
研、不懈创新的‘螺丝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5年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
关键时期，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未来5年，也正是我们走出校园、
投身实践的关键期。”兰州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学生禄润卿表示，将以奋斗作笔、汗
水为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贡献青春力量。

暑期炎夏、骄阳似火。清华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车宗凯正随学
校实践队在河北省承德市调研。“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
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在基层调
研的经历使我对这一要求有了更深的认
识体会。我要将所学本领贡献到为基层
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中，用自
己的奋斗回报党和人民的培养。”他说。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

“我们要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告
诫，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保障儿童健康，呵护祖国的未来。”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儿科党支部书记文川说。

青海师范大学以“庆七一，展形象、亮
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举办了党
日活动。青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冶成福说：

“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
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
考’的清醒和坚定。作为党的教育工作
者，我们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
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要充分发挥思政
课主渠道作用，培养和造就党和人民满意
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总书记
对广大党员的要求，恰恰是我们新疆各
族群众的真切感受。”中央民族大学法学
院学生木巴拉克·马合木提说，“即将召
开的党的二十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
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
大举措。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新疆各族群众
将更加团结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奋力谱写家乡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遗失声明
海南中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和发票专用章，现
声明作废。
●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儋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9003557369112L）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祥润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7456401，
账号：2201026809200091879，声
明作废。

●海南墨妍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墨妍 88 号（原船名：小公主 1
号）《游艇适航证书》一份，船舶识
别号：CN20072363605，特此声
明。
●万宁市裕光宸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 证 副 本 》 ， 编 号 ：
4690062019122005901，声明作
废。
●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党校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
江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067301，声明作废。
●曹京燕遗失琼海华悦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购房认购书红联，编号
为：0002780，声明作废。
●文昌市公安局不慎遗失海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张，发票
号：0601893458，特此声明作废。
●陈一宝不慎遗失道路货物运输
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证号：
460006198207103139，特此声明
作废。
●儋州市雅星镇和盛村民委员
会朝伦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一 张 ，核 准 号 ：
J6410017488002，声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离岸科研综

合楼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经编制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

息 公 告 ，详 见 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

任晨鑫：0898-8883262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公示
三亚琥珀假日天地电梯维保服务

招标第一中标单位为海南欧日电

梯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144000元/年。公示期为8月4日

至8月6日。公示期内若有异议请

联系沈超：17305606765。

通知
B2001、B2008号房住户：
您占用的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
海甸六西路1号北海岸88号二区
2号楼第20层2001号、2008号房
屋，系我司的房产。因我司无法联
系上您，如您在该房屋内放有个人
物品，请于本通知发出日7日内清
空房内物品。否则，我司将自行处
置房屋内的所有物品，造成的一切
后果将由您自行承担。联系人：徐
敏15808903288。

海南三村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日

拍卖公告
黑龙江信达拍卖公司于8月9日上
午9时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
号海上银座A栋22层公开拍卖三
亚市天涯区育林路凤凰水城一组
团5号楼311房。有意竞买者持有
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电话：0451-51911012。

注销公告
海口市华达房产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020129671
7X）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前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 屈 洁 （ 身 份 证 号 码 ：
610629199003030046）不慎遗失
户口迁移证，证号：琼00485163
号，现特此声明。
●陈志慧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20214611046000719940813084
7，声明作废。
●临高凯丰渔业捕捞专业合作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28MA5RCAB460）于 2022
年6月14日遗失公章和（秦赛丹）
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铁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0510984159）遗 失 公
章、财务专用章和（刘水）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周厚松遗失府城凤翔路南侧的
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籍国用
〔2002〕第 01-02295 号，声明作
废。
●周厚淇、陈妙葵遗失府城凤翔路
南侧的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籍
国用〔2002〕第01-02296号，声明
作废。
●朱治水不慎遗失海南省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警官证，警官证件
号：013220，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拍卖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换发不动产权证

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2〕502号

陈道啟、陈文向我局申请办理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文公路北

侧，原土地使用权人为陈道奇、

陈文，使用权面积为239.99平方

米 的 琼 山 籍 国 用〔2001〕字 第

08-629号权利人变更换证登记。

现通告注销上述《国有土地使用

证》，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

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自本通

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美

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给陈道啟、陈文换

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通告。联系人：吴勇，电话：

65725618。 202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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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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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寻求合作
约18亩土地征集合作方，位于万
宁市万城镇万安大道南侧，划拨类
仓储用地，需要合作方清理现场，
了解现场情况勘查时间为2022年
8月2日至8月7日，报价时间为
2022年8月8日至8月10日，联系
人：杨先生13976686913。

商业信息

●海口琼山柒先生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71204387，声明作废。

● 孙 祥 锋（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2198704212715）遗失海口

市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集中购买住房、

商业用房协议，现场编号：BB252，

登记顺序号：0065，声明作废。

● 吴 辉 意（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3197809064848）遗失海口

市镇海村片区一滨涯旧城改造（一

期）工程项目安置搬迁单，档案编

号：4-417，登记编号：0840，声明

作废。

●琼海市中心法律事务所（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46000078664216X5）遗 失 基

层法律事务所执业证书正本，声明

作废。

●海南壹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96JA0X）遗 失

财务专用章和（肖雪龙）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黄明川遗失大勇商厦壹层16号

铺面的协议书一份，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公
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北侧975m2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2015〕第006236号］。参考
价：人民币6810960元。竞买保证金：130万元。第二次拍卖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2年8月19日11:00；2.拍卖地点：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3.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8月17日17:00前到账为准；
4.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岛支行；账号：1010852290010184；
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2〕琼0106拍委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6.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截止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22年8月18日17：00止；7.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路
13号森堡大厦8楼；8.特别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按
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66531951、13876269988。海
口市龙华区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14023。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琼0106拍委３号

2022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
补报名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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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报名开始了，补报名时间从2022年8月5日10:00至8月16
日17:00。请广大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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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做好补报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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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

商铺及土地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8HN186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资产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
（一）海口市中山路103号土地；（二）海口市云龙军供站铺面。
二、招租价格：57元/月、1685元/月。三、租赁期限：五年，以成
交价作为第一年月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
报价方式交易。四、公告期：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8月17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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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898-66558007麦先生、0898-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联系
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