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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

月14日凌晨00:00～04:00对5G网络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5G用户移动上网及语

言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9月3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中止公告
乐自然资公告〔2022〕17号

我局于2022年8月9日在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

上交易系统和《海南日报》A05版，发布乐东县Ln2021-43号《乐东

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乐自然资公

告﹝2022﹞16号），现因疫情原因，经报乐东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

定中止该宗土地网上交易活动。我局将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的精神，待疫情消除后恢复

该宗地挂牌出让活动，相关交易环节的时间节点依次顺延。敬请关

注我局的后续公告。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日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的有关

要求，我中心目前正在清理有关拖欠工作。鉴于无法同贵司取得联
系，对于之前拖欠贵司的广播电视发射钢塔工程款无法及时结算并
拨付给贵司。为此，就上述工程款的结算及拨付工作公告如下：

1.请贵司务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有效债
权凭据（原件及复印件）及其他有关材料，到我中心办理结算及拨付
手续。逾期未同我中心联系并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贵司放弃自己
享有所有债权权益，因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贵司承担。

2.我中心的联系地址及部门为：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豪华路
128号琼海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部。

联系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0898-62824760。
特此公告。

琼海市融媒体中心 2022年9月3日

关于琼海市广播电视发射钢塔工程款结算的公告

遗失声明
文昌市昌洒镇昌新村宝德南组村

民潘飞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原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05110204010004J，原承包

经营权证流水号：文昌农地承包权

〔2017〕第010004号，声明作废。

●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

本 ， 编 号 ： 万 行 审

2019121806302，声明作废。

●海南康华妇儿医院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石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海南石化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

国用（籍）字第Q3138号，声明作

废。

●出租人：吴族跃（陈海），承租人：

陈雪平遗失坐落于美舍上村305

号101房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

租证〔2020〕第 43501号，声明作

废。

● 王 丽 琴（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3196407287489）不慎遗失

《海口市龙华区博义盐灶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购买住房》之房号确认

单，档案号：BY262，登记顺序号：

0702，现场编号：3A18，声明作废。

●王小焕于2022年9月1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2819870912726X，特 此 声

明。

●文昌慧新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MA5RF7407L）遗失原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启稚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010632407813

8L），清算原因：注销。现申请注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清算组由：李鑫、

陈淑贞、何小慧、韩少冰、周小菊、

黄凤翔、张乙玲组成。清算期间：

2022年8月23日至2022年10月

6日，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佘楚海，电话：15289765355。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坡博西村358

号，邮箱：774048681@qq.com。

公告
海南盛景怡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杨海青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524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电话：0898-66523285），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2年10月21日下午2时30分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3日

公告
海南贝乐福投资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卓文、李欣、王时

婕、符勇嘉、段海萍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

招租
我单位（省外国企）现有两栋单独
别墅对外出租（适合办公），地址在
龙昆南二横路九号小区里，房号为
D4栋、E5栋，有意承租者与我单
位联系，联系人：郭先生，电话：
18907565186。

828～831、870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电话：0898-66523285），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2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本委
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3日

●海南承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BC0D1Q）原 法

人（王川渊）印鉴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兴蓝海会务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省人工智能学会不慎将《财

政票据领购证》遗失，票据领用证

号：省00768，声明作废。

●定安县定城镇桐卷村民委员会

长良园村民小组组长陈锦不慎遗

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丁煌英不慎遗失坐落于云龙镇

美男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10-0232

号，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霓家服装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000MAA93NW9XL，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告

遗失

招租

公告送达

声明

声明
李 琦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610102197412280373，身份证未
曾丢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
1995年9月26日被登记为海南启
元实业有限公司监事，于1995年
12月21日被登记为海口万福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监事。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琦
2022年9月1日

声明
李 琦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610102197412280373，身份证信
息于1995年12月1日被冒用注册
了“海南夷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登记为监事职务。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琦
2022年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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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 2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新修订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决定免去肖亚庆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职务，任命

金壮龙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免去黄明的应急管理部 部 长 职
务，任命王祥喜为应急管理部部
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119、120、121 号主席令。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45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根
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规定，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主持。委员长会议建议，委托全国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负责主
持这两项工作。

会议经表决，免去张春生的国家
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应勇为最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新修订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决定任命金壮龙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王祥喜为应急管理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于文静）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2日表决通过了新修
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从生产环
节到加工、消费环节，做好与食品安
全法的衔接，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
头到百姓餐桌的全过程监管。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颁布
施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促进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是强制执

行的标准。为全面体现“四个最严”的
要求，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在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定义中增加生

产经营的农产品达到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的内容；在国家建立健全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明确要
求“确保严格实施”；在农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中增加“储存、运输”农产品过

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要求。
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

定，食品生产者采购农产品等食品
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查验许可证和合格证明，对无法提

供合格证明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
检验；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全
程监督管理协作机制，确保农产品
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质量安全。

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还
对规范有关部门的履职行为、加强“双
随机”抽查监管、提高执法效能等作出
规定，明确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

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表决通过

加强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监管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熊
丰）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9月2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专家普
遍认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各
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精准发力，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
作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共七章 50
条，包括总则、电信治理、金融治理、
互联网治理、综合措施、法律责任、附
则等。这部法律自2022年12月1日
起施行。

作为一部“小切口”的专门立法，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总结反诈工作
经验基础上，着力加强预防性法律制

度构建，加强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建
设，加大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处罚，推
动形成全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全
社会防诈的打防管控格局。

加强部门协同，是反诈工作的重
要经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了
各部门职责、企业职责和地方政府职
责，明确有关部门、单位在反电信网
络诈骗工作中应当密切协作，实现跨
行业、跨地域协同配合、快速联动，加
强专业队伍建设，有效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活动。

一段时期以来，手机卡、银行卡
大量非法开办、随意买卖，成为电诈
犯罪分子的重要工具。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
依法全面落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

息登记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非
银行支付机构为客户开立银行账
户、支付账户及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和与客户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
建立客户尽职调查制度，依法识别
受益所有人，采取相应风险管理措
施，防范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等被用
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还规定，办理
电话卡不得超出国家有关规定限制
的数量。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办卡情
形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权加强核查
或者拒绝办卡。开立银行账户、支付
账户，不得超出国家有关规定限制的
数量。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开户情形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
构有权加强核查或者拒绝开户。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表决通过

精准发力，为反诈工作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2日
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深入清理网络
谣言和虚假信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环境，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
国范围内启动为期3个月的“清朗·打
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明
确对首发恶劣谣言、多次传播谣言、利

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
纳入黑名单管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全
网禁止注册新账号。

据悉，专项行动将全面深入清
理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着力解决
旧谣言反复传播、新谣言层出不穷
的问题。健全完善监测、发现、辟

谣、处置全流程工作规范，压紧压实
网站平台主体责任，打通谣言治理
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加大造谣传
谣行为惩治力度，查处曝光典型案
例，形成强大震慑，最大限度挤压网
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生存空间，营造
清朗网络环境。

专项行动坚持管内容、管行为、管
主体相结合，聚焦问题多发高发的重
点平台、重点环节、重点版块，切实加
大清理整治力度，建立完善常态化治
理机制，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确保
专项整治取得实效。包括坚持分类研
判处置、加大溯源追责力度、健全完善

辟谣机制、压实平台主体责任4项工
作任务。

其中，加大溯源追责力度方面，将
督促网站平台加强技术手段建设，提
升溯源能力。还将定期集中通报曝光
处置处罚情况，公布违法违规典型案
例，形成有力震慑。

中央网信办：

利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纳入黑名单管理

十年来我国原材料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4.5%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张辛欣）工业
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陈克龙2日表示，
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原材料工业增加值由
6.9万亿元增加到10.7万亿元，年均增长4.5%，占
GDP比重保持在10%左右。钢、铜、铝、水泥、平
板玻璃等主要产品产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原材料工业规模体系优势愈加明显。

陈克龙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2日举行的“推
动原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作
出上述表述的。

陈克龙说，2012年以来，我国原材料产业体
系完整优势不断巩固，拥有10个大类、34个中
类、118个小类，15万余种产品。科技创新能力增
强，行业绿色智能水平稳步提升，产业结构调整成
效显著。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原材料工业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9%，高出全国工业平
均水平15个百分点。从2012年到2021年，原
材料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由30万亿元增加到41
万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新材料产业加快发展，产值从
2012 年约 1 万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5.9 万亿
元。“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是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领域。”工业和信息化
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邢涛在发布会上说，工业
和信息化部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促进新材料发展系
列指导文件，搭建重点领域上下游合作机制，围绕
关键基础材料短板引导协同攻关。目前已培育形
成以材料为特色的单项冠军企业196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998家。

陈克龙表示，下一步，将统筹运用规划、政策、
标准等手段，扎实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实落细，着
力提升原材料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提升行
业绿色发展水平。

针对月饼过度包装
中消协开展社会监督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赵文君）中秋
佳节即将来临，中消协将针对过度包装月饼开展
大规模社会监督工作，鼓励广大消费者主动参与
社会监督，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组织提供
线索。

这是记者2日从中消协获悉的。中消协有关
负责人表示，豪华过度包装月饼不仅直接损害了
消费者的权益，让消费者承担不必要的开销，同时
也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已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2021）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已于今年8
月15日起实施。为遏制过度包装月饼，新标准明
确减少包装层数，将月饼的包装层数从最多不超
过四层减少为最多不超过三层；压缩包装空隙，将
月饼的必要空间系数从12降低为7，相当于包装
体积缩减了42%；降低包装成本，对于销售价格
在100元以上的月饼，将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
比例从20%调减为15%。

中消协倡导广大消费者主动选择包装简约适
度的产品，抵制奢华浪费的包装产品，弘扬中华民
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共同营造绿色、环保、节
约资源的可持续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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