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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振群幼儿园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西南侧。为支持我
市教育事业发展，解决该片区幼儿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根据琼山
区教育局申请，我局现按程序启动府城片区H0403、H0801地块规
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8月26日至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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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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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政编
码：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薛林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H0403、H08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海南之心B03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于

2020年11月通过规划许可，建设内容为6栋地上17～24层、地下1
层的住宅楼，及1栋地上1层配电房，现建设单位申请对规划设计方
案进行变更，具体内容如下：1.总平面绿化景观调整，增设门岗、垃
圾收集点和地下室出地面楼梯口；2.1#楼首层增设坡道及台阶，5～
6#楼首层平面布局微调，1～6#楼和配电房外立面微调；3.总建筑面
积调整为56008.58m2，增加9.8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4.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8月26日至9月8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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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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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之心B0301地块项目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
他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
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
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
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8月26日8：30至2022年9月
23日17：00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
用室或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飞行公馆1717B房或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
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23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2年9月23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2年9月15日8：30至2022年9月26日
16：00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2022年9月26日16：00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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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开发建设要
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属零售商业餐饮混合项目
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须严格执行《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
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12号）的有关规定。竞得人
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成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具备规划
报建条件，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
的行业规定，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一年半
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
设和不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
地出让价款 1‰的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

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
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
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
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
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海南省政府（琼府〔2018〕3号）
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
土地后，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
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
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
《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
〔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零售商业餐饮混合用地控制指
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40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
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
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及要求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文国土储〔2022〕-34号），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
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国际航天
城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文国土储〔2022〕-34
号）。（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拟在文昌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
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22〕-34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
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须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八、其他需要公告
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宗地设有底价，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
牌不成交。（二）本次挂牌服务费（佣金）由竞得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
收费标准，支付给代理挂牌中介服务机构。（三）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
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
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
文城镇白金路2号；联 系 人：林先生 洪先生；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0898-65342918；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6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22〕20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2〕-34号

备注：其中零售商业用地80%，餐饮用地20%。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航天城起步
区航天北三路北侧地段

面积

5342.66平方米
（折合8.014亩）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餐
饮混合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0，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442.518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66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
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项目核算专员、高级策划专员、高
级业务专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职数
项目核算专员1名，高级策划专员3名，高级业务专员1名
二、基本要求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无违法违纪行为；（二）年龄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条件优异者可放宽条件）；（三）3年以上工作经验，从事品牌策划、
新媒体运营、电商运营、教育培训、研学讲座、项目核算、新闻写作
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四）具有扎实的文案策划、材料撰写、市
场分析、品牌推广、业务拓展等能力者优先；（五）身体健康、精力充
沛、思维活跃，团队协作、吃苦耐劳、工作中具有抗压和服务精神；
（六）熟悉电脑办公系统。

三、岗位职责
（一）项目核算专员：负责项目成本核算、调研、管控、分析、结

算、政策研究、营销策略、材料撰写、申报、跟踪、验收、资料整合等；
（二）高级策划专员：负责开拓业务、项目策划、撰写方案、客户对接、

产品推广、项目跟进等；（三）高级业务专员：对接和维护市县政府业
务，分析研究政务最新政策和动态，了解当地市场，开发家风、研学、
讲座等潜在项目，进行项目撰写、汇报、洽谈、合同签订、跟进等。

四、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才报

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com。报名时务
必填写应聘岗位，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获奖证书等相
关证书及材料。（二）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8月26日。

五、相关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录用。
六、待遇
五险两金；底薪+项目奖金。
七、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资格的情况及

空缺名额，可从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规定的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八、报名联系方式
黄女士0898-66810583、陈女士0898-66816950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遗失声明
海南金洋实业贸易公司遗失公章、
法人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工商
注册号：28401445-4，声明作废。
●五指山番阳锐迅移动通迅店（番
阳专营店）不慎遗失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通信费资金往
来（暂收、暂付）专用收据一张，票
号：7537600，金额：5000元整，声
明作废。
●海口春藤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琼海华悦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
购 房 认 购 书 红 联 ，编 号:
0002240，声明作废。
●海南恒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余秋武）法人章，声明作废。
●陈翠娥遗失商住楼项目（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
建字第469005202000369号）对应
的报建设计方案文本，特此声明。

●陈家振遗失坐落于琼海市长坡
镇福石岭村水下组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02109215180026J，原承包
经营权证流水号：2008285，声明
作废。
● 邓 攀 （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50319910802182X）遗 失 警
官证，警号：4612105，声明作废。
●出租方：佘再雄，承租方：李红
岭、刘德江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美房租证〔2022〕第 58393 号，特
此声明。
●海南省林业集团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两台电梯产品合格证，编号：
0607010452、0607010451，特此
声明。
●吕诗祺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2199407152714；遗失海南
省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警官证，
警官证号：015553，特此声明。

注销清算公告
海南水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201245661P），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办理债权、债务事
宜。逾期未申报的，将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处理。（联系人：吴先生，联
系电话：13876693929，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华运大厦
1305室）。海南水产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8月25日

公告
根据我司发展和业务需求，现拟收
购一家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资质（包括不限于）的企
业，请有意向出让的企业于2022
年9月2日17:30前与我司联系。
单位名称：海口市乡村振兴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
南海大道266号高新区创业孵化
中心1单元7楼，联系人：裴先生
15289988901、莫 先 生 0898-
68601690。

● 蔡 道 贤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6408060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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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0310的
会员证书，土地使用权同意书遗
失，声明作废。
● 许 桦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102198210290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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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0040A
的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 余 建 欣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5608275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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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0271的
会员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农工民主党海口市委员会
公章磨损，声明作废。
●羊壮根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 作 资 格 证 ，证 号 ：琼
A042016000354，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限期搬离通知
海口秀英荔湾大排挡、陈明才：海南

惠创投资有限公司是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风景公路约114亩地块和地

上附着物的合法权利人，我公司已

取得该地块不动产权证书【琼

〔2022〕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02549

号】。你方占用我公司地块经营海

口秀英荔湾大排挡，已构成侵权。

请你方于2022年9月26日前自行

搬离该地块。逾期如仍有遗留在该

地块的物品，视为无主物，我公司有

权自行处理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并

且，逾期未搬离的，我公司将依法追

究你方的法律责任。联系方式：卓

海芳（13876900216）。特此通知。

海南惠创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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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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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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声明
大地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海南
分公司因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不符合公司规格要求，
声明作废并更换。

拍卖会延期公告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原定于2022
年8月26日15：30拍卖位于白沙农
场橡胶木拍卖会，因疫情延期至
2022年9月2日15：30举行，公告其
他内容不变。电话：68522193。

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清理往来款项的公告
为及时清理本单位长期挂账往来
款项，请王家慧、扬子强、李治理、
梁慧琴自本公告刊登次日起45日
内到本单位办理退付手续，逾期未
办理，视为自动放弃，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王女士68516878。

2022年8月26日

引言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侵
犯中国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冲击中美
关系政治基础，中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美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在国际上散布
虚假信息，无理指责中方正当反制维权举措，企图误导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
知。我们有必要摆出事实，正本清源，让美国霸权本质和强盗逻辑无处遁形。

佩洛西窜台的若干事实

事实1：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含义清晰、明确

事实2：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国会议员窜访台湾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事实3：佩洛西窜台根本与民主无关，而是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挑战国际社会一中共识的政治作秀和严重挑衅

事实4：改变台海现状、挑起危机的是美国和“台独”分裂势力

事实5：佩洛西窜台是美国一手策划和挑起。美台勾连挑衅在
先，中方正当防卫在后。中方反制举措坚定、有力、适度，符合国内
法和国际法

事实6：中国军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海域开展军事演训活动合
理合法。美国“以台制华”行径才是破坏台海甚至全球和平稳定的
祸乱根源

事实7：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是绝大多数，受到孤立的是美
国和极少数国家

事实8：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两者没有任何
可比性

事实9：中国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采取的制裁措施合理合
法，是主权国家应有权利

事实10：佩洛西窜台事件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为双
方交流与合作制造障碍，美方必须承担全
部责任

事实11：中美暂停气候变化商谈，责任
在美方。在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治理问题
上，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国际合作，言必信、
行必果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扫
码
阅
读
全
文

新华社南京8月25日电 全国农业
科技创新工作会议8月25日在江苏省
南京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
指出：农业现代化，科技是根本性决定
性力量。长期以来，广大农业科技工作

者围绕农业农村发展，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把成果送进亿万农民家，为实现农
业稳产增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推动乡村建设作出了重
要贡献。谨向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
以诚挚问候！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农业高质
高效，把农业科技摆在突出重要位置，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
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要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更大激发

企业和人才创新活力，更大力度推动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抓实抓好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和成果转
化等重点任务，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
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对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把农业科技摆在突出重要位置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经中央军委
批准，全军统一制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士
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士退休证》和《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士证》、《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警士退休证》，从2022年9
月1日正式启用。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发通

知，要求各级高度重视证件制发工作，严密
筹划组织，严格按照规定办理。

这次统一制发的上述证件沿用现行
本芯证件式样，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
保持证件号码唯一性，军士证、警士证统
一采用“士”冠字头加数字形式编码，军

士退休证、警士退休证分别采用“军退”、
“警退”冠字头加数字形式编码；二是保
持与现行其他军队人员证件设计风格一
致，简洁庄重、美观大方，封皮颜色均为
正红色，采用阻燃防水材料，背面凹烫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监制”；三是防伪

程度较高，证芯使用专用证券纸和专色
油墨定制生产，运用浮雕、定位水印、安
全线、解锁、缩微文字、无色荧光、加密二
维码等多项防伪技术，易于识别检验。

此外，现行退役证件整合调整，全军
统一制发退出现役证书。

经中央军委批准

全军统一制发军（警）士相关证件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谢
希瑶）针对近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消息称
美国将7家中国相关实体添加到其出
口管制清单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
婷25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
方应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
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机构的
合法权益。

在当天举行的商务部网上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束珏婷强调，美方一再泛化国
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动用
国家力量对他国企业和机构进行打压遏
制，将7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
清单”。美方的做法严重损害中美企业
间正常经贸往来合作，严重破坏市场规
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这不利于中美两国，也不
利于整个世界。

商务部回应
美将7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7月份我国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1.2%
集装箱货轮在

山东港口青岛港前
湾码头装卸集装箱。

交通运输部8
月25日发布数据，
7月份，我国完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636 万标箱，同
比增长 11.2%，增
速较 6 月份加快
4.7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