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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9月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加力支持就业创业的
政策，拓展就业空间，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和经济新动能；决定对部分领域设
备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贴息和加
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持，促进消费发
挥主拉动作用；部署阶段性支持企业
创新的减税政策，激励企业增加投入
提升创新能力；确定依法盘活地方专
项债结存限额的举措，更好发挥有效
投资一举多得作用。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
能催生更多市场主体带动就业，稳增
长主要是为了稳就业。要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压实地方主体责任，
加力促进就业创业。一是将实施留工
培训补助地区，由失业保险金结余备
付24个月放宽到18个月。将两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纳
入扩岗补助。对失业人员及时发放失
业保险金。通过强化农民工技能培训
稳岗。二是支持平台经济稳就业。对
依托平台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两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给予社保补贴。
运用专项贷款支持平台企业。三是创
业担保贷款人因疫情遇困的，可展期
1年还款。引导银行增加中小微企业
首贷、信用贷、续贷、中长期贷款等。
四是鼓励保险资金等依法投资创投基

金。优化创投企业股东限售期，便利
回收资金再投资。五是政府投资的创
业孵化基地等，尽其所能拿出场地免
费供给初创企业。

会议指出，需求不足是当前突出
矛盾，要着力以消费和投资拉需求、促
进社会投资、以投资带消费。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设备更新改造，
有利于增后劲提水平、增加制造业和
服务业现实需求、提振市场信心。对
高校、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医院、地
下综合管廊、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数字
化转型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新增贷款，实施
阶段性鼓励政策，中央财政贴息2.5

个百分点，期限2年。申请贴息截至
今年12月31日。相应增加货币政策
对商业银行配套融资的支持。同时，
引导银行加大对教育、文化旅游、卫生
和健身、养老托育、社区和家政服务、
住宿餐饮等行业信贷支持，以扩大社
会服务领域消费和投资。

会议指出，企业是创新主体，要实
施支持企业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策，
期限截至今年12月31日。这普惠公
平、高效直达。一是对高新技术企业
在今年四季度购置设备的支出，允许
当年一次性税前全额扣除并100%加
计扣除，且地方和中央财政进一步予
以支持。二是在今年第四季度，对现

行按75%比例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
用的行业，统一提高扣除比例到
100%，鼓励改造和更新设备。三是
对企业出资科研机构等基础研究支
出，允许税前全额扣除并加计扣除。

会议指出，基础设施等事关发展
和民生，投资空间大，要继续用好专项
债补短板。会议决定，依法盘活地方
2019年以来结存的5000多亿元专项
债限额，70%各地留用，30%中央财政
统筹分配并向成熟项目多的地区倾
斜。各地要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优
先支持在建项目，年内形成更多实物
工作量。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力支持就业创业的政策

近期，周边国家疫情持续发酵，国
内部分地区社区传播和疫情外溢仍未
完全阻断，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节日
期间如何避免出现规模性疫情？重点
场所如何精准做好防控？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
社会关注的问题。

严格落实第九版防控
方案和“九不准”要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说，近期，周边国家疫情持续发酵，我
国外防输入压力明显增大。9月以
来，全国29个省份报告了新增本土感
染者，部分地区社区传播和疫情外溢
仍未完全阻断，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前期疫情较重的重点省份取得
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效，个别省份的
部分地市疫情仍在发展中。”国家卫生
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随着

暑期结束，大量旅游人员由外地返回，
尤其是高校学生集中返校，增加了国
内疫情传播和跨地区扩散的风险。

米锋说，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
不准”要求，力求科学精准，用最短时
间、最小代价控制疫情。

与此同时，对于违反“九不准”要
求、擅自层层加码的典型案例，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将予以曝光。

倡导广大群众在本地过节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如何确保节

日前后不发生本土规模性疫情，最大
限度减少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让人民
群众度过健康、平安、祥和的假期？

吴良有表示，我国将坚持科学精
准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在全面落
实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基础上，强化优
化一系列防控政策措施，包括倡导广
大群众在本地过节、重点场所和机构
查验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减少不
必要的聚集性活动等。

为有效推动防控关口前移，我国
将在国庆假期及前后推广“落地检”，
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制流
动”原则，为跨省流动人员提供一次核
酸检测服务，跨省流动人员抵达目的

地后，应积极配合当地完成“落地检”。

持续做好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防控

“对于工作场所、学校、养老院、大
型企业等机构的防控，要更加重视，这
些场所一旦出现了传播，往往会比普通
的社区传播形成更多的感染者。”中国
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说。

董小平说，对于产业园区等重点场
所的防控，在当地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可以采取比一般社区略微严格的措施；
如果所在地出现了散发的感染者，就应
该严格控制来访人员，加强对园区工作

人员的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如果所在
地出现了社区传播，应根据具体情况采
取更为严格的措施，比如闭环生产、减
产甚至暂时停产等措施。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有的聚集性疫
情可能是通过游泳馆等健身活动场所
引发的。如何做好游泳馆、健身房等没
有办法戴口罩的锻炼场所的防控，同时
又能满足市民正常的锻炼需求？

董小平表示，一方面，场馆应进一
步做好精细化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另
一方面，访客也应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如到过有疫情的地区，一周内就不要
去游泳馆、健身房锻炼了。

“城市疫情一旦形成，快递物流、维
护维修、餐饮外卖、环卫清洁以及非闭
环管理的一线工作人员，就容易形成传
播风险，各地要加强健康监测和核酸、
抗原检测，降低风险。”董小平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
张泉 田晓航）

确保节日前后不发生本土规模性疫情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防疫关切

四川泸定地震已造成
86人遇难 35人失联

新华社成都9月8日电 记者从8日晚在雅安
市石棉县召开的四川省“9·5”泸定地震抗震救灾
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8日12时，四川泸定地震已经造成86人遇
难，其中甘孜州50人遇难、雅安市36人遇难，另
有35人失联。

9月8日，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二支队利用
简易木桥，为泸定县磨西镇青冈坪村的受灾群众
搬运生活物资。 新华社发（段力新 摄）

遗失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会东方市支

行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副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瑞达（海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XWWL5A） 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张秀芳）法人章，声明作废。

●郑红清于2022年9月5日不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22426196803155317，特 此 声

明。

●郑爱玉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

项目东区地块6-102房的认购书

一份（共2页），编号：0001562，声

明作废。

●文昌清澜王柱防水建材商行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定安县定城镇美钗坡社区居民

委员会美钗坡第三居民小组遗失

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

J6410023825601，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区石仔小吃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TE46011006917，声明作废。

公告
陈昌华（身份证号码：350593****
08050133， 手 机 号 码 ：
18876025108）：你与海南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于
2019年12月31日期满终止。经
多次联系，张贴限期搬离通知，但
你至今仍未搬离并拆除违规搭建、
增设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现
我方通知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十日内，自行清理违规搭建、增设
的建构筑物、附属设施及物品。逾
期，我方有权依据合同条款予以处
置，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和费用均
由你方承担。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市仲裁院 118 室，联系电话 ：
0898-63382257）领取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9日

公告
海南奇力时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奎妮食品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莫秋燕与你等用
人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2〕第562号），现依法向你
等用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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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10月28
日上午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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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注销公告
屯昌县房地产协会拟向屯昌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
协会办理相关事宜。

●蒙泽武不慎遗失父亲（蒙留福）

骨灰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

安乐宫2架5行4号，声明作废。

●海南玺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许声雄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椰林镇北斗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4139号，声明作废。

●张司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项

目东区地块车位196房的认购书

一份（共2页），编号：0002479，声

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

委会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侨园我家酒店公寓管理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黄循旺、王妍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2〕
第98、99号），现已作出裁决（文劳
人 仲 裁 字〔2022〕第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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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文汇集中办公区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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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东 1380754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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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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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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倩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
项目东区地块车位1021房的认购
书一份（共2页），编号：0002449，
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罗记苏北羊肉汤馆（罗
萍）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1081984207，现 声 明 作
废。
●张红霞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
项目西区一号地块车位A456的
认购书一份（共 2 页），编号：
0002608，声明作废。
●海南千帆石化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 林 国 奎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105196811250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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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80146的
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网挂〔2022〕041号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竞得人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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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
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2.竞买人竞得土
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挂
牌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3.本
次挂牌出让的宗地拟用于建设全球生鲜跨境电商基地项目。4.本宗
地按现状出让。5.该宗地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具体按照我省
及我市装配式建筑相有关规定和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具体要求执行。6.为促进项目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开
工，项目应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2 个月内按照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和审批部门要求完成建筑概念性比选方案初稿
编制送审。7.为促进项目按本协议约定时间提交竣工验收材料，项
目应于开工后3个月内开始基础底板施工，6个月内整体出±0.000，
12个月内主体结构封顶，16个月内完成装修。8.在土地摘牌后1个
月内，土地竞得人应完成项目推进专班或专业推进团队的组建，项目
推进专班/团队应在海口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派驻至少一名专职项
目经理。9.根据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提供该宗地的准入协议要求：
（1）项目达产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工业用地为包含房地产、设备的所有投资总额，其他用地为扣除土
地出让价款之外的所有投资总额，均不含有关税费）不低于0.5 亿元
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七年累计纳税总

额不低于6100万元，其中2023年不低于100万元，2024年不低于
300万元，2025年不低于900万元，2026年不低于1200万元，2027
年不低于1200万元，2028年不低于1200万元，2029年不低于1200
万元。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1.35亿元，其中2025年不低于2700万
元，2026年不低于2700万元，2027年不低于2700万元，2028年不
低于2700万元，2029年不低于2700万元。七年累计进出口贸易额
不低于9.85亿美元，其中2023年不低于0.1亿美元，2024年不低于
0.2亿美元，2025年不低于0.55亿美元，2026年不低于1.5亿美元，
2027年不低于2亿美元，2028年不低于2.5亿美元，2029年不低于
3亿美元。（2）土地竞得人2023年底前开通定期国际货运航线不少于
1 条，2025年开通定期国际货运航线不少于 1 条，2023年—2029年
累计航空货邮吞吐量不低于 6.5万吨。（3）本宗出让土地项目建成
后，建筑计容面积自持比例10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
销售，项目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变相销售。（4）土地竞得人出资比例
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发生变
动。土地竞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本协
议时提交海口江东管理局并向海口市市场监督主管部门报备。以上
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
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
时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
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10.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
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3个月内动工，动工后
18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自竣工之日起6个月内投产。涉及水务、
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
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11.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

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12.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
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
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
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
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
2.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
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
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及其他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
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
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
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
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
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
2022年9月9日9:00 至 2022年10月10日16:00（以网上交易系统
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
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
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
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文件的有关规定将
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
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
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
具承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0月10日16:00。
（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
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
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
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
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
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 年 9月 30 日 9:00 至 2022 年 10 月 12 日
12:00。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
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
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
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
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9月30日
9:00 至 2022年10月12日16: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

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
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

六、风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
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
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
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
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
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
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
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
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人合法授权
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竞买人应当仔细
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
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
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
议并完全接受。（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
侵、硬件故障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
致不能正常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
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线下
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七、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李女士 潘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53170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

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系统“资料下

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
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9日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名称

LK09-07-
01-01地块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该地块具体建设规划要求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2110号文执行。

宗地坐落

海口市江
东新区

总面积
（平方米）

11791.17

用途

一类物流
仓储用地

混合
比例
（%）

100.0

面积
（平方米）

11791.17

使用
年限
（年）

50

容积率

≥1.0

建筑
密度
（%）

≥50%

绿地率
（%)

≥10%

建筑
限高
（米）

相对高度20米。
绝对高度45米

起始价
（万元）

828.919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28.9193

（二）宗地净地情况：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
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开发建设要
求：（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LK09-07-01-01地块
其他准入条件：/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用于建设全球生鲜跨境电商基地项目

投资强度（万元/亩）

300

年度产值（万元/亩）

/

年度税收（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8日去世
终年96岁

这是 6 月 2
日，伊丽莎白二
世在观看庆祝活
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快讯
英国白金汉宫8
日证实，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
当天去世，终年
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