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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智脑竞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6MA5T

RAB744）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唐敏勤）法

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茂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U2PFA

XX）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和（赵

丹）法人章，声明作废。

●文昌海之美水产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定安县定城镇美钗坡社区居民

委员会美钗坡第四居民小组遗失

（林齐跃）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海南玉华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长安喜羊羊幼儿

园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澄迈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9964701， 账 号 ：

2201025809200185675，声明作

废。

●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西社区居民

委员会遗失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城支行基本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370402，声明作废。

海南粮油比选法律顾问公告
海南省粮油产业有限公司拟公开
比选常年法律顾问，2022年 9月
14日至9月16日报名，具体要求
请访问公司官网（http://www.
hilycy.com/）。 联 系 电 话 ：
13637547560。

比选公告
比选单位：海口市乡村振兴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比选事项：委托三家
单位分别负责项目竣工工程量复
核、工程质量检测、实施后耕地质量
等别评定及新增耕地认定。报名截
止日期：2022年9月16日17时30
分。联系人：韦工19808982827，邮
箱：544459056@qq.com。

●孙道俊遗失海南宜欣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的收据1份，收据编号：

0023490，收据金额：15100.85元，

声明作废。

●定安县仙沟供销合作社龙岭代

销站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14690210013597，

声明作废。

●澄迈县永发镇博岸育苗幼儿园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

学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教 民

146902360000731号，声明作废。

●海南忆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YCHT69）不 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公章一枚和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声 明 作 废 。

减资公告
五指山熊竹种植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17088

21621Q）经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

债权债务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谢圣磊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460027198808257012，特

此声明。

●东方市振业商务酒店（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7MA5T1J1KXT）遗 失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经营者

（郑心强）私章，声明作废。

●黄成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4197404010030；警官

证，证号：4613023，声明作废。

●万宁瑞芙柏澜湾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泰和君诚营养食品有限公

司（注册号：4601050309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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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2〕594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兴发房地产开
发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2003007228 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项下406.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确权给枣庄矿业集团机关多种经
营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2003007228项下406.7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登记。（联系人：李宁，
65360879）。 202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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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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建家园首层铺面招租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文大

道琼文东一巷46号，毗邻新区临

空产业园。国企开发，共17间，层

高 5.3 米，面积 80m2～280m2，租

金低至27元/m2/月起。联系人：

郑俊妍，手机：18889706285，电

话：0898-66519378。

招租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朱超）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4日
至16日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并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
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说，此访是中方在中国共产

党二十大召开前夕开展的一次最重要
的元首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了中方对
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哈、中乌关系的高
度重视。

毛宁表示，在国际形势深刻变
化、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的背景
下，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
稳定和促进各国发展繁荣方面的作
用进一步凸显。在即将举行的上合

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同其他
与会国家领导人一道，重点围绕上
合组织框架内全方位合作、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凝
聚合作新共识，谱写合作新篇章。

“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将继续弘扬
‘上海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在第三个十年发展新征程上取得更
大成就，为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

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毛宁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都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全面战略伙
伴，也是“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
中哈、中乌建交30年来，始终秉持相
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
赢的原则，不断推动彼此关系取得新
成就，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对哈
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标志着中哈、中乌关系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分别同
托卡耶夫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举
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
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毛宁说，“相信此访将为中哈、中
乌关系发展擘画新蓝图、指明新目标、
注入新动力。”

外交部发言人：

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充分体现中方
对上合组织和中哈、中乌关系的高度重视

专题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按 照《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
办法（试行）》（环办〔2011〕22号）和《城市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环
办监测〔2017〕51号）等评价，2022年1-8
月，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为优，监测的193

个断面（点位）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
面（点位）占93.8%，劣V类占0.5%。

19个市县水环境质量按由好至差排
名分别为：三沙市、五指山市、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万宁市、澄迈县、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

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琼海
市、定安县、海口市、屯昌县、临高县、乐
东黎族自治县、儋州市、东方市、文昌
市。详见右表：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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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琼海市

定安县

海口市

屯昌县

临高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东方市

文昌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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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9月9 日

2022年8月市县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9月13日晚，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七号
改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
火升空，成功将“中星1E”卫星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用户提供
高质量的话音、数据、广播电视传
输服务。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是我国
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构型，
是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三
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三子级基础上、
通过组合化设计形成的高轨三级
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转
移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7吨，填补
了我国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
道5.5至 7吨运载能力的空白，可
适配直径4.2米和3.7米两种整流
罩，具备一箭一星和一箭双主星发
射能力。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主任设计
师魏远明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长
征七号改遥五运载火箭，采用整流
罩直径4.2米的构型，全箭高度60.1

米，与2021年 3月12日发射的长
征七号改遥二运载火箭高度一致。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作为我国
首型采用助推器与芯一级集束式分
离技术的捆绑火箭，相比通常先分
离助推器、再分离芯一级的方式，减
少了一次分离环节，使火箭捆绑连
杆结构更加简化。同时，集束式分
离也减少了一个助推器落区，整个
组合体都在一个落区内，更加有利
于控制火箭残骸落区。

目前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状态
正在逐步固化，同时为进入高密度
发射阶段提前准备。魏远明介绍，
型号队伍针对火箭技术设计进行了
多项优化改进，在确保测试覆盖性
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流程顺序、并行
工作、合并测试等方法，将发射技术
流程由32天缩减至26天。

“以前，队员们需等所有部段都
准备齐备，再一鼓作气完成垂直总
装。但火箭芯三级吊装要先完成火
工品安装、氦检漏、喷管延伸段安装
等多项工作，比助推器和一二级准
备时间长。”魏远明说。

魏远明介绍，这次任务中团
队进一步改进总装模式，优化总
装时间，先吊装好助推器和一二
级，在等待芯三级的过程中，插空
进行助推器和芯二级的伺服机构
安装工作，等三级具备条件再进
行吊装。再加上仪器设备上箭安
装等分系统测试前准备工作优化
了1天，算下来，本阶段比以往模
式可以节省3天时间。

增补压测试是分系统动力系统
测试的最后一项测试，紧接着就是
进行第一次总检查测试。经过研究
分析，团队找出两个测试存在的差
别，在增补压测试中加强了对测量
系统的验证，让测试更全面，实现用
更少的时间达到相同测试效果。

此外，根据高轨卫星整体发
展态势，以及高轨卫星配置大尺
寸天线的迫切需求，长征七号改
运载火箭未来还将研制 5.2 米整
流罩的新构型，进一步提高火箭
的任务适应性。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
胡喆 宋晨）“中星1E”卫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发射准备时间进一步缩短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实现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
者刘 诗平）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13
日表示，十年来，我国水资源配置
格局实现全局性优化，全国水利
工程供水能力从 2012 年的 7000
亿立方米提高至2021年的 8900亿
立方米。

李国英是在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
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
衡配置，加快实施一批重大引调水工
程和重点水源工程。”李国英说，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累

计供水量达到565亿立方米。开工
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滇中引
水、引江济淮、珠三角水资源配置等
重大引调水工程，以及贵州夹岩、西
藏拉洛等大型水库，国家水网正在加
快构建。

据了解，十年来，我国建设了南水

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等跨流域、跨区
域引调水工程54处，设计年调水量
647.9亿立方米，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

李国英表示，十年来，我国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全面解
决了17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

安全问题，十年来共解决2.8亿农村
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84%。

同时，我国加强农田灌溉工程
建设，建成 7330 处大中型灌区，
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0.37
亿亩。

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全局性优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本周将投放
今年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当前生猪市场形势，为切实
做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本周国家将投放今年
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关注生猪市场供需和价格
形势，积极组织开展猪肉储备调节，必要时进一步
加大投放力度。建议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经
营决策，保持正常出栏节奏、顺势出栏育肥猪。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京启动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于文静）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13日在北京
启动，旨在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促进优质农
产品消费，做强农业品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金秋消费季是中国
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4
届，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促销
助农活动，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超800亿元。

本次启动活动邀请海南琼山、河南西峡、成都
新津等地农民视频连线庆丰收、迎盛会，组织电商
企业发布了消费助农倡议书，举办了电商助农直
播活动，设置了全国脱贫地区产销对接专区、北京
特色农产品展区等，活动举办地密云区推介了以
水库鱼、西红柿为代表的“密云八珍”品牌。

据了解，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将持续3个月，
预计带动50万商家参与，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
等电商企业、直播平台以及新发地等农产品批发
市场、物美等商超企业等，将通过打折让利、流量
倾斜、减免费用等方式，开展农产品促销，激发市
场消费活力，让城乡居民共享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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