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日，在北京和
上海同时举行的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应用暨
空间站高等植物培养
实验阶段性进展情况
介绍会上，中国空间
站问天实验舱内的拟
南芥和水稻种子萌发
已成功启动，目前生
长状态良好，后续将
开展拟南芥和水稻在
太空“从种子到种子”
全生命周期实验。

这是“太空同款”拟南芥培养单元中拟南芥开的花（8月29日摄）。 新华社发 这是“太空同款”水稻培养单元中水稻生长的稻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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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肿瘤医院遗失医疗收费票
据存根联，票号：0000758013～
00007580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博瑞莱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郭世江）法人私章，声明作
废。
●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海南
公司（工商注册号：28401698-6）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海南鸿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519373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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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海口秀英琼湘汇餐厅饭店：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周才福与被
申请人海口秀英琼湘汇餐厅饭店
劳动争议案，定于2022年10月17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2年8月29日在《海南
日报》发布的屯昌县2022-G-2地
块和2022-G-3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现因
故上述公告所有涉及的日期(除
2022-G-3地块挂牌开始日期外)
均延期1天，其他内容不变。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30日

法定代表人印章作废声明
根据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琼旅投人〔2022〕21号文件，海
南旅投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原法定
代表人王健生自2022年6月20日
起不再担任海南旅投乡村发展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现声明海
南旅投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印章（王健生）作废，海南旅投
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不承担因使用
该印章引起的一切法律与经济责
任。特此声明。

海南旅投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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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儋州市支公司白马井镇营销服务部

迁址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自2022年
8月5日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白马井镇营
销服务部营业场所已迁址，迁址后
的相关信息如下：机构住所（新
址）：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新街
社区人民路42、43号铺面；许可证
机构编码：000005460400006；发
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海南监管局；发证时间：2022
年 7月 28日。联系电话：0898-
23833208，客服热线：95519。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
市支公司

注销公告
我司已要求下属分公司（分所）海
南瑞璟城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万
宁分公司、海南瑞璟城市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海南瑞璟城
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第三设计所
三家分支机构办理工商、税务、银
行账户等注销登记，以上分支机构
如尚有相关合同义务未履约完成，
请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与我司联
系（联 系 人 ：盛 广 和 ，电 话 ：
18889968206）。我司现在进行登
报公告，公告之后，如有个人或分
公司（分所）以我司名义进行的一
切商务活动，均为虚假信息，我司
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南瑞璟城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3日

●中国中丝集团海南公司管理人

遗失中国光大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L6410000704401，声明作

废。

●海南康众药业有限公司原公章

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RCA943F）原 公

章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 王 嘉 川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105196010253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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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0132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五指山粥王食店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佰味美食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日14:30时开庭审理（海劳人仲案
字〔2022〕第7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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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公告
海南禾之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王兰浦与被
申请人海南禾之鲜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案，定于2023年 1
月11日14:30时开庭审理（海劳
人仲案字〔2022〕第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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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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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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
并与天和核心舱交会对接，7月28日，
载有实验样品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
的实验单元，由航天员安装至问天实验
舱的生命生态通用实验模块中，通过地
面程序注入指令于7月29日启动实验。

目前拟南芥幼苗已长出多片叶子，
高秆水稻幼苗已长至30厘米左右高，矮

秆水稻也长至5至6厘米高。“此前，我国
已成功完成过拟南芥在太空‘从种子到
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希望通过本次
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完成空间微重力条
件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
的培养实验，并获得水稻培养的关键环
境参数，为利用水稻进行空间粮食生产
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

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说。
郑慧琼说，由于种植空间和能源

供给都十分稀缺，太空种植的农作物
必须具备高产优质、高生产效率和低
能源消耗的特性。

据介绍，在过去60余年中，科学
家对于在空间种植和栽培植物进行了
大量研究，当前研究重点逐渐由对植

物幼苗阶段的研究扩展至种子生产研
究，但目前只有油菜、小麦、豌豆等少
数几种作物在空间完成了“从种子到
种子”的实验。

“开花是植物发育的关键环节。
在空间条件下，植物开花时间延迟、开
花数目少、种子结实率低和种子质量
下降等问题仍然没有克服。”郑慧琼

说，本次实验将探索利用空间环境因
素控制植物的开花，实现在较小封闭
空间中令植物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可能
途径，为进一步创制适应空间环境的
作物和开发利用空间微重力环境资源
提供理论依据。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
张泉 李国利）

问天舱实验进展顺利 植物生长状态良好
目前拟南芥幼苗已长出多片叶子，高秆水稻幼苗已长至30厘米左右高，矮秆水稻也长至5至6厘米高

后续将开展拟南芥和水稻在太空“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

新华社石家庄8月29日电（记
者杨帆 齐雷杰）29日，河北省人民
检察院对外通报“唐山烧烤店打人
事件”中陈某志等人涉嫌恶势力组
织违法犯罪的审查起诉情况。检方
经审查认为，陈某志等28名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陈某志
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6月10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
路北区某烧烤店发生一起寻衅滋
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造成恶劣影
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河
北省委、省政府、公安部要求迅速查
清全案，依法严惩犯罪。河北省公
安厅组织指挥案件侦办并指定异地

管辖，公安部派出专家组一线指导
督导，唐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全力
开展工作。

检方通报称，8月11日，陈某志
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案件由
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
终结，移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近日，廊坊市广阳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廊坊市广阳区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查明，
2022年6月10日2时40分许，陈某
志、马某齐、刘某1、陈某亮、李某1、
沈某俊、李某瑞及刘某2、姜某萍（二
人作不起诉处理）在唐山市路北区
某烧烤店吃饭时，陈某志对正在店

内与同事李某、远某、刘某某用餐的
王某某进行骚扰，遭到王某某的拒
绝和斥责后，陈某志遂殴打王某某，
王某某与李某对其进行反抗，后陈
某志、马某齐、刘某1、陈某亮、李某
1、沈某俊分别在烧烤店内、店外便
道上、店旁小胡同内，共同对被害人
王某某、李某、远某、刘某某持椅子、
酒瓶击打或拳打脚踢。案发后，4名
被害人由120救护车送医，其中，李
某、远某经医院检查无须留院治疗
后自行离开；王某某、刘某某在普通
病房住院接受治疗，于7月1日出
院。经法医鉴定，被害人王某某、刘
某某构成轻伤二级，李某、远某构成
轻微伤。同时，经公安机关询问被

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并综合现场
勘查、调查取证，认定网传4名被害
人在小胡同内遭性侵害、从楼上被
扔下、被汽车碾压等均为虚假信息。

另经公安机关依法深入侦查，
检察机关审查查明，2012年以来，
陈某志等长期纠集在一起，在唐山
市等地涉嫌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
施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故意伤害、
开设赌场、抢劫、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寻衅滋
事等刑事犯罪 11起，实施寻衅滋
事、故意伤害等行政违法4起，逐渐
形成了以陈某志为纠集者的恶势力
组织。该恶势力组织为非作恶，欺
压百姓，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经审

查认为，陈某志等28名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
规定，对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检方通报显示，案件审查起诉
期间，检察机关审查了全部案件材
料，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告知了各诉
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听取
了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意见。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严格依
法公正办理该案，依法严惩犯罪分
子，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检方对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新华社石家庄8月29日电（记
者齐雷杰 杨帆）记者29日从河北
省纪委监委了解到，在公安机关密
切配合下，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严
肃查处了“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
陈某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

今年6月10日凌晨，唐山市路
北区某烧烤店发生一起寻衅滋事、
暴力殴打他人案件，造成恶劣影响，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河北
省委、省政府、公安部要求迅速查清
案件，依法严惩犯罪。河北省公安
厅组织指挥案件侦办并指定异地管

辖，公安部派出专家组一线指导督
导，唐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全力开
展工作。

河北省纪委监委组织协调唐
山、廊坊、衡水等地纪委监委对15
名相关人员立案审查调查，其中
对唐山市路北区政府党组成员、

副区长，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马爱军及唐山市
公安局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所
长胡斌、长虹道警务站副站长韩
志勇、机场路派出所民警陈志伟、
光明里派出所原所长范立峰、光
明里派出所副所长王洪伟、乔屯

派出所副所长王志鹏、唐山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四级警长安迪等 8
名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初步
查出了违纪违法及涉嫌滥用职
权、徇私枉法、行贿、受贿等职务
犯罪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将深挖
彻查，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河北严查陈某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中方决定向巴基斯坦
追加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记者温馨）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表示，巴基斯坦洪灾发生以
来，中方始终心系巴灾区民众安危，对巴方面临的
困难感同身受。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巴方
需求，中方决定追加一批包括2.5万顶帐篷及其
他巴方急需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

赵立坚说，中方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生合
作框架向巴方提供的4000顶帐篷、50000条毛毯、
50000块防水篷等储备物资，已悉数投入抗灾一线。

他说，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巴方需求，
中方决定追加一批包括2.5万顶帐篷及其他巴方
急需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还
将向巴基斯坦红新月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现汇
援助。全巴中资企业协会向巴总理抗洪赈灾基金
捐款1500万卢比。

8月28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贾
法拉巴德地区，人们走在洪水中。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9日说，强降雨引
发的各类灾害已在巴基斯坦造成超过3304万人受
灾，其中1061人死亡、1575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巴基斯坦强降雨：

逾千人死亡 超3304万人受灾

2022年版标准地图
正式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记者王立彬）在
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到来之际，自然资源部正式发
布了2022年版标准地图。

今年8月 29日是第19个全国测绘法宣传
日。当天以“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为主
题，自然资源部举办了2022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
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周，现场发布了2022年
版标准地图和参考地图，共计646幅。其中，标准
地图20幅，包括中文版中国地图6幅、英文版中国
地图14幅，参考地图626幅。自然资源部相关专
家详细讲解了公开地图审核及使用要求，讲授了测
绘法、国家版图知识及地理信息安全等相关知识。

截至目前，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可
提供359幅标准地图、4套自助制图底图、803幅
参考地图。各省级地区均已开通标准地图服务，
共提供9860幅标准地图，全国共提供标准地图、
参考地图11022幅。

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
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记者熊丰）记者
29日从公安部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保证公安机关依法、规范、
高效开展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切实保护公民和组织
的合法权益，近日，公安部制定印发《公安机关反有
组织犯罪工作规定》，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

《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共10章
76条，在反有组织犯罪法搭建的法律框架基础上，
作了承接细化和充实巩固，系统归纳了公安机关反
有组织犯罪工作职责和基本原则；对公安机关预防
和治理职责及相关程序作了细化；明确了公安机关
核查有组织犯罪线索的法律地位和具体程序；明确
了公安机关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一般规定和特殊
要求；强化了公安机关反有组织犯罪“打财断血”“打
伞破网”工作机制；明确了反有组织犯罪法新设定行
政处罚的实施办法，并对国际合作、专业队伍建设、
物质保障、证人保护等有关内容作了细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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