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 检校：李彪 陈伊蕾A05 综合

遗失声明
保亭亿盛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郑雅莉私章、合同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电网三年行动
计划项目-电缆沟工程（二标段）施
工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华
航项目首开区4#、5#地块及售楼
处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技术资料
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海南国际高铁技术研究中心及
培训中心项目施工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椰
博路南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施工
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口滨濂·百盛中心项目施工技术资
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公共租赁房（热科公寓）项目
施工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
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智适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陈俊妃、陈妙

萍、吴美萱、蔡亚姨、苏大祥、彭光

琴与被申请人海南智适应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定于

2022年9月29日14:30开庭审理

（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 683～

688号）。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595571）领取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及证

据材料副本等，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5日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白
沙黎族自治县河西路市政道路工
程项目施工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
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棠府项目红线外河道、桥涵及道路
改造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清
水湾南国侨城项目大市政工程技
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澄
迈县福山镇供水工程EPC（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
方市大田镇月大村生活污水处理
站及配套污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
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专用技术资
料他用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万
宁市万城镇纵三路望海大道至环
市三路段市政工程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矿产资源规划环评公告
《海 南 省 矿 产 资 源 总 体 规 划

（2021—202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

求与该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相关信息请登录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官方网站“信息公开”

栏目下的“公示公告”中查看或登

录 lr.hainan.gov.cn/xxgk_317/

0200/0202/202207/t20220725_

3235546.html 直接查看。特此

公告。

十月田场橡胶销售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现公

开销售242.85亩橡胶木。标的位

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海钢十月田

胶场。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有木材采

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项目。联系

人：麦先生13976711153。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工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3873505，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鑫忆商行（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108MA5T0FRW7Y）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建筑工程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9027201546990B）
原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斯维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收据
编号：雅海0132717，金额：200000
元；收据编号：雅海0132720，金额：
977026元，声明作废。
●王巧星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
号：201746110460028199209015
610，声明作废。
●曾华生不慎遗失儋州市被征地
农民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置（木
棠）字第5512号，特此声明。
●陵水椰林恒泰商行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JY14690280015353，声明作废。
● 谢 华 莹 遗 失 车 牌 号 为 琼
C5A891 的车辆道路运输证，证
号：469023061567，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公告送达

比选公告
比选单位：海口市乡村振兴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比选内容：选定一家
咨询服务单位开展项目水资源论
证报告编制有关工作，报名截止日
期：2022年8月8日17时30分，联
系人：韦工 19808982827，邮箱：
544459056@qq.com。

公告
我单位有往来账款4000元，收款
单位名称为“临门木业海南分公
司”“深圳福临门木业海南分公
司”。因无法联系到收款单位，请
收款单位自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与我单位联系，逾期视为放弃
该账款。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202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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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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儋
州市怡心花园路市政工程技术资
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省财税学校综合教学楼工程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教学楼工程项
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同无
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海油东方石化公租房第二标段项
目部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
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钢小区项目部项目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经济合同无效）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洋
浦新英湾安置新区一期（B区）工
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经济合
同无效）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临高县博厚宏鑫副食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28600093282，声明作废。
●海南德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B-02区2022-04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
体。（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置、非
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参与
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自治
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目投
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在2022年9月2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买资
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91.89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
户，竞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报名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
保证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
向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
回，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
交易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

费参照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
挂牌代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
执行，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
标准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
标准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
挂牌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
个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并严
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月2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8月4
日9:00至2022年9月2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
室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8月24日
9:00至 2022年9月7日15:3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 9月7
日15:3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4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B-02
区2022-04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港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105.6219

用途

主要养殖
金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
期限（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06.3

保证金
（万元）

91.89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B-01区2022-03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
体。（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置、非
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参与
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自治
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目投
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在2022年9月2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买资
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69.3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户，
竞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报
名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缴纳
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回，
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交易
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费参

照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挂牌
代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执
行，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标
准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标
准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挂
牌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
个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月2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8月4
日9:00至2022年9月2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
室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8月24日
9:00至2022年9月7日14:4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9月7
日14:4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4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B-01
区2022-03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港
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79.6749

用途

主要养殖
金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期限
（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31.06

保证金
（万元）

69.3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
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崭新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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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团结一致向前进，坚定不移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团结才能胜利，奋
斗才会成功。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
巨轮，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而百折不
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
最恢宏的史诗。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
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
的精神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
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
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向前进。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
成果；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
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10 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险
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一仗接着一
仗打，经受住了多方面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
明，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能团结奋斗的民族
才有光明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
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即将召开
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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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确
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
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
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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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
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
气风发走向未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
时，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历史告诉我们，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
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
证。当此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之时，正需要海内外全体中
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
劲，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只要14亿多中国
人民始终手拉着手一起向未来，只要9600多万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一起向未来，我们就一定能在
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
美好未来。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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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全力
办好自己的事，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的伟大征程上
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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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8月5日电（李国利 王茄欢）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22年 8月 5日，我国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二号 F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
器，这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第18次执行发

射任务。
试验航天器将在轨运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国

内预定着陆场，其间，将按计划开展可重复使用
和在轨服务技术验证，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
支撑。

我国成功发射
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