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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南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金 融 许 可 证 的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批

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金贸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

单位授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2022年07月18日

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5-34号

机构编码：B0017S246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8484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2年07月19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南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批
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简称：渤海银行海口分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
单位授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2018年11月02日
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1号国瑞城S5

裙楼
机构编码：B0017B246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8393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11月05日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2年9月11日至
2022年10月10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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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本次出让不
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对本公
示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交如下申请文件：（一）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二）意向用地者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三）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有效身
份证件（复印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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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出让：（一）存在伪造公文骗
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二）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等违法行为的；（三）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四）开发

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五）拖欠土地出让
金的。

五、申请递交：（一）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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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海南大厦主
楼 41 层；（二）联系人：林先生 李先生；（三）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18508955059。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
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
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
资发〔2006〕114号）有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2
年10月11日上午10:00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1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文土告字〔2022〕31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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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泰山
村委会地段

面积

520076.89平方米
（折合780.115亩）

土地
用途

其他特殊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0.1

建筑
密度

≤5%
绿地率

≥30%

建筑
限高

≤120米
竞买保证金

23404万元

●五指山万里手机卖场不慎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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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73868，金额：

叁万元整，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资讯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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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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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止公告
昌自然资告字〔2022〕112号

我局于2022年8月15日发布《昌自然资告字〔2022〕100号》，开
展石碌镇SL-22-1号地块网上交易活动，现因疫情原因，经报昌江
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中止该宗宗地网上交易活动。
如导致中止原因为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需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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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疫情消除后恢复本宗土地网上交易活动，相关交易环节的时
间节点依次顺延。因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外的原因中
止交易的，如该中止原因在中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消除的，我局将
恢复本宗土地交易；如该中止原因未能在中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消除的，本宗土地交易自动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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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1日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喜讯传
来，三晋儿女欢欣鼓舞，干劲倍增。

9月初荣获第五届金砖国家青
年创新奖的闫建昌，刚一回到公司，
就着手布置迎接党的二十大岗位练
兵活动。作为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研究员、山西中科潞安紫外光电科技
公司总经理，2018年他带领团队在
长治市建成了全球首条量产化大功
率深紫外LED芯片生产线，并不断
取得技术突破。

“国家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近
年来给科技人员减负松绑，加大对科
技人才的投入支持，明确了以企业为
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深受鼓

舞，倍感振奋，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热切期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闫
建昌说。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
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
寄予厚望，“希望山西在转型发展上
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在高质量发
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从长城脚下到黄河岸边，到处是
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9月5日，山
西全省开发区迎来今年第三次“集中
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活
动，一大批重大项目压茬推进，为产
业转型注入勃勃生机。

山西今年遴选出10条产业链，
优选20家“链主”企业，实施全产业
链培育工程，并制定实施“链主”企业
配套率奖励，促进高端装备制造、新
材料、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

新动能增势强劲，老产业不断
翻新。

全国首座5G煤矿——潞安化工
集团新元公司5G+智能化矿井建设
办公室主任冀杰说：“现在，智能管理
平台已经在煤矿三分之二的队组成
功应用，我们在实现脱困发展的基础
上，致力于做好增产保供工作。党的
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我对未来信心

满满。”
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山

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系列
生物降解新材料项目日前正式投产，
成为山西最大的可降解材料生产基
地。公司副总经理张伟说，现在企业
投资更加便利，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
在技术研发和市场竞争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化
营商环境。近年来山西营商环境的
变化，我们作为市场主体感受最深、
受益最多。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必将为我们的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张伟说。

昔日脱贫攻坚主战场，如今乡村振

兴展新颜。在去年底的村两委换届选
举中，26岁的返乡大学生刘杰当选为
岢岚县宋家沟村的村委委员。返乡3
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儿时穷山沟变身
3A级景区的点滴变化，所养的绒山羊
也从37只增加到了220多只，日子越
过越好。

“总书记曾在宋家沟村发出
‘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号召。我将光荣地从一名预备
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更要撸起袖子
加油干，把家乡建设得更美丽。”刘
杰说。

（新华社太原9月9日电 记者
赵东辉 梁晓飞 王劲玉）

三晋儿女满怀信心和喜悦，奋斗实干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山西：勇蹚新路谱新篇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0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中秋假期首日（9月10
日）全国公路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802万人次，其中
全国公路客运预计发送旅客1750万人次，环比增
长11.82%，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52万人次，环
比上升43.29%。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继续部署做好中秋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工作。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加强从业人员和设
施设备管理、加强重点制度措施落实，严格执行
渤海湾省际客滚运输“逢七不开”要求，落实内
河“逢四不开”规定，同时加强防秋汛和值班值
守工作。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强调要加强
涉疫地区人员转运及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工作，落
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提高查验效率，持
续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工作，严把公路口岸输入
关。海事局发布安全乘船及水上安全等疫情防
控提示，提醒旅客疫情期间乘船出行做好自我健
康监测，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做好防疫工作。

中秋假期首日

全国公路水路预计
发送旅客1802万人次

9月10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人们同赏明月，共度佳节。
图为一轮圆月从湖北武汉黄鹤楼后升起。 新华社发平分秋色一轮满 长伴云衢千里明

金秋时节，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
自治区的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热
切期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鲜红的党旗、牧民的笑声……近
日，在乌拉特草原深处的一顶蒙古包
里，气氛温馨而热烈，乌拉特后旗呼和
温都尔嘎查党支部正在开展“喜迎二十
大 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和
牧民们围坐在一起，畅谈今年的飞播造
林成果，部署秋冬季的草原保护工作。

“喜迎二十大，关键在行动。这
几年，嘎查每年恢复草场两三万亩；
保护草原生态，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蒙古族牧民孟克毕力格说，“黄沙变
绿是汗水换来的，作为一名党员，我
会继续守好这片草原。”

从茫茫林海到辽阔草原，从山峦
碧波到戈壁荒漠，横跨“三北”的内蒙
古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了“沙进
人退”向“绿进沙退”的重大历史转
变，全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5%，比2012年提高5个百分点。

“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
源基地”“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

“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

亮丽”……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始终激励着内蒙古各族干部
群众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秋节当天，科尔沁右翼前旗科
尔沁镇上的“番茄集市”热闹非凡，农
户们吆喝着售卖沙果月饼、番茄、葡
萄、笨鸡、山货等产品。

不久前开业的这个集市由蒙古
族返乡创业大学生齐晓景创办，为当
地包括300多户脱贫户和低保户在
内的农户们搭建了农产品自产自销
的平台，来自汉族、蒙古族、满族、达

斡尔族等5个民族的农户互帮互助，
共同为创造幸福生活而努力。

“赶在这个时间开张，也是想在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为各民族乡亲
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增添一个新的
平台。”齐晓景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定不移走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近年来，内蒙古各地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纷纷探索适合
本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在伊金霍洛旗，内蒙古首家零碳
产业园的施工现场，塔吊林立、马达

轰鸣，一派繁忙景象，现场立着“攻坚
一百天，献礼二十大”的宣传板。

今年4月，这家产业园的一期项
目投产，已有隆基、华景等一批新能
源项目落地，未来将实现风电、光伏
和氢能的互补，最终达到100%的零
碳能源供给。

项目负责人范奉斗说：“我们要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内蒙古打造绿
色新能源基地作出贡献，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10日
电 记者于长洪 李云平 王靖）

热切期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草原各族儿女昂扬奋进，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

内蒙古：奋力建设北疆亮丽风景线

据新华社天津9月10日电（记者周润健）天
文科普专家介绍，一次与众不同的木星合月天象
将于9月11日上演，之所以说与众不同，是因为
即将迎来冲日的木星与接近满月的月亮，两者的
亮度都几乎达到极值，异常明亮。这一晚，争相
辉映的木星与月亮将成为晴朗夜空中难以忽视
的景象。

木星是太阳系中体积最大、质量最重的行星，
它还拥有众多卫星，是肉眼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
之一。在小型天文望远镜的视野中，木星的条纹、
大红斑以及四颗伽利略卫星，是深得天文爱好者
厚爱的目标。

在天球上，行星和月亮正好运行到同一经度
上，两者角距离达到最近，这一天象叫“行星合
月”。当月亮与行星的角距离接近到一定程度，还
会发生“月掩行星”的现象。

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天文学会会
员刘东宇介绍，木星合月并不罕见，只要月亮每

“追”上木星一次，就会上演一次木星合月。这一
天象每个月都会发生至少一次，但每次的观测条
件不尽相同。本次木星合月的亮点在于：11日晚
木星和月亮都非常明亮；两者之间的角距离很近；
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秋高气爽之际，
天气晴好几率较大，入夜后也适合公众进行户外
赏月活动。

11日天黑以后，明亮的木星和圆月就会升
起，整夜可见。对于北半球观察者来说，木星在圆
月的左上方不到3度的地方，也就是5-6个满月
视直径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圆月逐渐开始接
近木星。11日23时左右木星与圆月的距离达到
最近，也就是“合”的时刻，此时，地平高度较高，容
易观测。感兴趣的公众可在11日20时左右面向
东南方天空观看，木星与圆月相依相伴，星月争
辉，竞放光芒，煞是好看。

我国开展网络安全
进基层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9月5日至11日，
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
举办。各地区各部门在基层以通俗易懂、百姓喜
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网络安全
知识、推广网络安全技能，有力推动全社会网络安
全意识和防护技能的提升。

记者9日在南京市六合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大
厅看到，一面大型LED电子显示屏幕上滚动播放
着税务稽查反诈骗网络信息安全宣传短视频。视
频通过场景再现的方式，对税务稽查诈骗的典型
特征和应对措施进行宣传。

重庆市荣昌区委网信办、区教委日前联合举
办了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活动。各学校通过
黑板报、手抄报、宣传海报等多种方式营造学习氛
围，并在班会上组织学生学习个人信息保护法，观
看网络诈骗宣传视频。同学们学习掌握网络安全
知识后，回到家还和父母一起分享，带动家庭共同
学习网络安全知识。

今晚一轮圆月
“追”超亮木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