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世界新闻 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 检校：卫小林 陈伊蕾A12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公
司儋州海头和美电信服务点不慎
遗失海南电信资金往来专用收据
11张，票号：2205866～2205876，
特此声明作废。

●步玉诺不慎遗失户口准予迁入
证明，琼准字：01198993号，特此
声明。
●步玉诺不慎遗失户口迁移证，证
号：豫迁字第11815158 号，现特
此声明。
●许养波不慎遗失海洋渔业职务
船员证书，证号：4600281987091
02X39，现声明作废。
●海南同晟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67471561U）遗失财务
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辰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公章（编码：46900300011860）
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安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为琼E8499挂营运证，编号：

462000061721，声明作废。

●海南亚系安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法人）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000MJY281544W，声明作

废。

●陕西豪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王若林遗失坐落于琼山市府城镇

大园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

籍国用〔2001〕字第01-01124号；

房产证，证号：琼山市房权证府城

私字第04118号，特此声明。

●陵水洪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福斯特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信德广告部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关于海口美兰基地航食8#楼

改扩建工程欠薪欠款通知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项目负责

人周斌）承建的海口美兰基地航食

8#楼改扩建工程现已完成结算，如

因该项目尚欠工程款、材料款或农

民工工资的，请于本通知登报之日

起二十天内到本公司人力资源部

申报，逾期无人申报的，我司将向

周斌结算剩余工程款，逾期未申报

造成的所有损失自负。地址：海口

市琼山区中山路57号三楼，联系

电话：65883327。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221018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 10月 18日

10:00 在 中 拍 平 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琼ABX592别克牌

SGM7242ATA型小型轿车1辆，

竞买保证金 1 万元。展示时间：

2022年10月13日～10月14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0月17日

17:00前交纳竞买保证金并与我

司联系确认竞拍资格。车辆落户在

海南省的竞买人需具备海南省小客

车指标，其他详情可登录中拍平台

查询。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电话：

0898- 68538965、18976947136

（微信同号）。

三板公司招聘会计一名
工作地点在海口市，要求有相关从
业经验，能独立编制年报。电话：
15108938967李女士。

减资公告
海南宏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M
A5U19DE0L）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9.7026亿元减少至人
民币50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电话：13320743218刘德会。

●海南亿通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FKQJXK）遗 失

原（钱德银）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海南驼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8MAA9A4H74N）因公

章破损，声明作废。

●周炳荣遗失坐落于昌江县石碌

镇农械厂西侧的土地证，地号：

（24）-52-03，图号：昌江 J328-

121，特此声明。

●吴初清遗失坐落于昌江县石碌

镇农械厂西侧的土地证，地号：

（24）-52-04，图号：昌江 J328-

121，特此声明。

●三亚崖城乐购超市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2000029056，声明作废。

●李卫坤于2022年10月1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证号：41052719870

4090631，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转 让
招 聘

减资注销

海口市港澳开发区仓库转让
占地面积22000m2，对外转让。
电话：18100968256李女士。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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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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岛旅游公路重大设计变更
（新增环新英湾支线）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环岛旅游公路新增环新英湾支线环

境影响报告书现征求公众意见。

1.查阅地址：海南交投环岛旅游公

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海口市国兴

大道3号互联网金融中心B座8楼；电

话：李工0898-65328717。2.公示网

址：http://www.hnhdlygl.com/。

3.征求范围：受影响个人及单位，意

见表网址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

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4.反馈方式：603061092@qq.com，

010-58278008。5.时间：即日起10

个工作日。海南交投环岛旅游公路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0日

拍卖公告

尊敬的各位离退休人员：
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

证相关规定，2022年起认证模式由年度认证改为递延式认证，认证周
期为12个月，即原来每年认证一次改成每12个月认证一次。请未按
期完成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离退休人员通过以下方式尽快完成资格
认证工作。

一、认证方式：（一）网上认证：1.通过电脑或安卓手机浏览器进行
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管理平台（网址：http://
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提示进行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
摄像头）。2.通过手机APP进行认证：（1）安装本省“海南人社”APP，
注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
册后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3）通过其他手机APP（如：微
信、支付宝等）的“电子社保卡”入口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完
成认证。（二）临柜认证：1.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就近前往各市
县政务服务中心设有“海南政务便民服务站”的场所或省内各农村信用
社网点“社保医保便民服务站”自助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2.机构

认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乡（镇）
人民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或社区进行认证。（三）境外认证：国（境）
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通过“中国领事”APP线上办理资格认证。不能
通过线上办理资格认证的，在驻居住国使领馆办理线下认证。（四）上
门认证：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
的，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居
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五）数据比对认证：
通过公安、卫健、民航、交通等部门的有效数据比对，视为认证通过。

二、结果处理：（一）未按期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无法确认其
领取资格的离退休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社保
待遇。（二）死亡或判刑收监的离退休人员，其家属或单位应于7日内
上报所属社保经办机构，逾期不报或弄虚作假、涉嫌冒领社保基金
的，将移交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三、联系方式：（0898）12333 （0898）96377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2年8月2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按期完成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通告

琼海市博鳌镇 34244m2 住宿餐饮用地使用权、
178.9亩土地租赁权及地上附着物整体转让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9HN0234）
受委托，按现状整体转让琼海市博鳌镇34244m2住宿餐饮用地

使用权、178.9亩土地租赁权及地上附着物，标的位于琼海市博鳌镇，
34244m2住宿餐饮用地位于琼海市博鳌镇嘉博路东侧，已办理产权
证。挂牌价81599791元，竞买保证金1600万元。公告期为：2022年
10月8日至2022年11月2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1
吴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
4号窗口，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0月10日

普京签署命令对克里米亚大桥等设施加强保护

俄任命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区域联合部队总指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局8日发布的消息，俄
总统普京当天签署命令，授权俄联邦安全局对克里
米亚大桥等设施加强保护。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
长绍伊古任命谢尔盖·苏罗维金为俄对乌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总指挥。

——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局8日发布的消息，
俄总统普京当天签署命令，授权俄联邦安全局对
从俄本土到克里米亚半岛的输电电网、从克拉斯
诺达尔边疆区至克里米亚半岛的干线天然气管道
加强保护。总统令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乌克兰国防部8日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克
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但未做更多表态。乌克兰国
际文传电讯社8日援引乌执法机构一位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安全局采取
的一项特别行动。乌安全局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8日
说，俄防长绍伊古任命大将谢尔盖·苏罗维金为俄
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总指挥。据
塔斯社报道，苏罗维金1966年10月生于新西伯
利亚，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2013年任俄东部
军区司令，2017年10月被任命为俄空天军总司
令，2021年8月被授予大将军衔。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8日消息，俄外长
拉夫罗夫当天在接受俄《论据与事实》报采访时表
示，俄罗斯仍坚持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今年1
月3日发表的《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
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
得，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

——据塔斯社9日报道，俄外交部独联体事
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西方向
乌克兰提供远程或者更强大的武器是俄罗斯的红
线。他说：“俄罗斯将通过认真分析局势来决定采
取哪些具体措施，以应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美
国及其盟友的行为。”他表示，俄罗斯有足够的工
具来应对。

“5、4、3、2、1，点火、起飞！”
金秋时节，戈壁滩上的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一枚“快响利箭”腾空而起，
跃向苍穹。

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快舟一号
甲固体运载火箭第16次圆满完成的
飞行任务，成功将两颗试验卫星发射
升空，我国商业航天探索浩瀚宇宙的
脚步更加轻快。

在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00
多公里外的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更多“快舟”火箭正在生产车间整装待
发，等待揭示宇宙的奥秘。

“从新一代运载火箭陆续成功首飞
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超过
400次，从北斗组网、嫦娥探月到天问
探火、空间站建设，近年来，我国航天领

域不断取得突破，成为科技强国建设之
路上的一座座重要里程碑。”中国航天
科工首席技师阎敏说，即将召开的党的
二十大将进一步为大国创新指明方向，
作为航天科技工作者，我们满怀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
高度对科技创新进行了顶层设计，坚
持“四个面向”的战略方向，谋划部署
和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十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
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成功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
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
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近年来持续稳
步提升，2022年排名上升至第11位。

北京亦庄，一排排颇具未来感的
仪器设备整齐排列，信号指示灯闪烁
着富有节律的光点，这是我国在量子
计算领域的新成果之一——“乾始”超
导量子计算机。

“我们打通了量子应用、量子软件、
量子硬件的全流程，让量子算力触手可
及。”百度首席技术官、深度学习技术及
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海峰说。

研制我国第一枚人工智能芯片、
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参与蛟龙号研
制、神舟十四号发射、新冠疫苗研发等
一系列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一批
批“国家高新区”内，创新的源头活水
充分迸发涌流。当前，国家高新区总
数达173家，较2012年增加84家，为
创新发展贡献着“高新力量”。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来自南京大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谭海仁教
授团队，将大面积钙钛矿电池组件的光
电转化效率提升到24.5%。眼下，他们
正探索将技术成果进一步产业化。

夜已深，人未静，临近22时，实验
室里师生们仍专注手上的工作，操作
着氮气手套箱，完成制备钙钛矿吸光
层以及小面积电池组件等工序，并用
太阳光模拟器测试光电转化效率。

“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们仍需努力
实干。”谭海仁告诉记者，“国家大力鼓
励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人才评价体系不
断完善，科研人员享受到的政策‘红包’
实实在在。我们要争取更多新突破，为
实现‘双碳’目标贡献科技力量。”

“高新区是科技的集聚地，也是创

新的孵化器。”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
创新司副司长吴家喜表示，我们将坚持
高标准定位、高端资源集聚、高成长企
业培育、高端产业发展、高品质创新生
态营造，落实新理念、策源新技术、培育
新业态、探索新机制、构建新格局，推动
高新区在又高又新上取得积极进展。

“天眼”望星河、“蛟龙”探深海、“高
铁”驰神州、“5G”联天下……实践证明，
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的，我国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

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广大
科技工作者表示，将进一步坚定创新
自信，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奋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胡喆 陈席元 谭元斌）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技工作者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
“夸父一号”——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
（ASO-S）10月9日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开启对太阳的探测之
旅。

这位“探秘者”有什么本领？将为
人类带回什么信息？新华社记者走近
卫星首席科学家和研制团队，揭开“夸
父一号”的五重“身份”。

空间“预警员”
“‘夸父一号’的核心科学目标是

‘一磁两暴’，即太阳磁场，以及太阳上
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太阳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夸父一号”卫星首
席科学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
员甘为群说，将利用太阳活动第25周
峰年（预期在2024年到2026年左右）
的契机，观测、研究“一磁两暴”的形
成、相互作用及彼此关联。

甘为群介绍，这样的设计，既是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太阳的核心物理
现象，也是为了给人类当好“预警
员”。“夸父一号”依靠多个波段的探
测，可以较为连续地观测、追踪太阳
爆发的全过程，为影响人类航天、导

航等高科技活动的空间灾害性天气
预报提供支持。

磁场“侦察家”
磁场被称为太阳物理中的“第一

观测量”，大部分的太阳活动直接受太
阳磁场的支配。

如果把指南针放在太阳上，会出
现十分奇特的现象：在不同区域，指南
针指向不同；即便同一区域，不同时间
指南针的指向也不相同。之所以这
样，是因为太阳磁场远比地球磁场复
杂得多。

“在太阳爆发时，‘夸父一号’上搭
载的全日面矢量磁像仪，每18分钟就
可以对全日面磁场进行一次高精度成
像，有助于完整、准确地记录下太阳磁
场的变化，进而侦察、破解太阳能量释
放的一系列奥秘。”全日面矢量磁像仪
载荷主任设计师章海鹰说。

观察“多面手”
当我们想象太阳，脑海中总会浮

现出一个黄色的耀眼球体。实际上，
太阳的“面貌”要丰富得多，它会释放
所有波长的光。除了可以被人眼看见

“夸父一号”开启太阳探测之旅
——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看点解析

的可见光，还有波长更短的伽马射
线、X射线、紫外线，以及波长更长的
红外线、射电波等。

要看清太阳的“真面目”，需要
借助不同波段的望远镜。“夸父一
号”就是一个观察太阳的多面手，它
搭载的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和太
阳硬X射线成像仪，可以从紫外线、
可见光和X射线波段观测太阳。据
介绍，太阳硬X射线成像仪像是一
个精密“复眼”，可以精准捕捉来自
太阳的X射线信息；莱曼阿尔法太
阳望远镜可以同时观测全日面和
2.5个太阳半径内的近日冕处莱曼
阿尔法光。

科研“工作狂”
从地球上看，太阳东升西落，大

约只有一半的“露脸”时间。而飞行
在约720公里高的太阳同步晨昏轨
道上的“夸父一号”，全年有96%以
上的时间处于工作状态，是个实打实
的“工作狂”。

通常情况下，星上载荷每几秒至
几分钟成像一次，在太阳爆发期，能
变为1秒内成像1次，详细记录下太

阳活动的整个过程。甘为群介绍，
“夸父一号”在全年的绝大部分时间
可以24小时不间断对日观测。仅仅
在每年5至8月，每天会有短暂时间
进入地球的阴影，“休息”最长的一天
也不超过18分钟。

数据量“大师”
“夸父一号”总重约859公斤，在

太阳探测卫星中体型“中等”，但它是
个吞吐数据的“大胃王”。“每天，它将
积累和回传约500GB数据，相当于
向地球发送几万幅太阳的‘高清大
图’。”卫星科学应用系统副总师黄宇
说，如果算上处理和加工，每天产出
的数据将“塞满”一台家用电脑的硬
盘，这在全球的太阳探测卫星中也属
于“第一梯队”。

这些数据被接收、还原后，将被
打包发送到位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
台的卫星数据分析中心。未来4年
卫星在轨积累的数据将存储在这里，
并由科研人员“翻译”成为可供科学
研究的图像和资料。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王珏玢 张泉 张建松）

10月9日7时43分，我国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成功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10月8日，法国巴黎一家加油站外车辆排队
等待加油。

受需求激增、油企工人罢工影响，法国近五分
之一加油站近期遭遇油荒。大量加油站前排起长
龙，一些加油站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

新华社/路透

法国近五分之一加油站缺油

专题 禁毒进行时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刘乐蒙 美编：陈海冰

近日，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
监督检查行动。此次行动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重点检查药
品零售企业是否按照《关于加强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管理有
关事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进行销售管理，共检查药品零售企
业32家，未发现各经营企业有违法违规经营罂粟壳、盐酸曲马
多制剂、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行为，未发现各经营单位经营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超限量销
售的情况。

同时，该局工作人员向药品零售企业从业人员宣传禁毒知
识，要求加强从业人员禁毒培训，督促落实国家对易制毒化学
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管控规定，预防管制
类药品非法流失危害社会。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加强辖区内经
营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的药品零售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含特
殊药品复方制剂质量和流通安全。

澄迈县市监局开展含特殊药品
复方制剂监督检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