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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2〕海综执琼安决字第011号

当事人：张弟勇（身份证号码：513027197505096939）
现查明:现场施工负责人张弟勇对脚手架搭设施工现场安全措

施落实不到位，未提供个人劳保用品，未组织现场施工作业人员佩戴
高处作业安全带进行脚手架搭设作业，间接导致了“12·10”事故的发
生。主要证据有：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12·10”高处坠落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报告1份及相关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本机关认为：张
弟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版）第四条、
第二十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21版）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参照《海南省应急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第八十六项第一档的规定，决定
对张弟勇给予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以罚款的金额，
自收到本决定书次日起 15 日内缴至建行琼山支行，账号：
46001005336050008110-0057。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3%加处罚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收到本决定书次日
起60日内向海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
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1月2日

经拍卖公司公开拍卖，我公司已将持有的以下债权依法转让（详
见南宫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清单），并与受让方邢
台 华 冠 皮 革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581MA07PX3GXY）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2022
年10月21日）。南宫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邢台华冠皮革制

品有限公司。现转让方与受让方以联合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及相关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邢台
华冠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南宫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15933388599
邢台华冠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电话：13103319257

序号

1

借款人

河北谷果美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编号

1083201
8608888

贷款
余额

25918350

欠息金额
（截止20221021）

6142017.22

抵押人名称
及合同编号

张素强
108320187024
602005751325

抵押物

不动产

保证人名称及合同编号

陈 云 朝 108320187043082002243882、
颐 乐 享 老 产 业（海 南）有 限 公 司
108320187042851000067774、石 家 庄
磊灿商贸有限公司10832018702465100
0067376

质押人名称
及合同编号

石家庄磊灿商
贸 有 限 公 司
10832018702491
1000067376

质押物

股权

债权转让公告

2022年10月31日

公开征集编制光伏可研、工
程设计及组件供应商的公告

我司因业务需要向社会公开征集在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上
有经验的相关机构。条件如下：

1.具备经营相关业务所需的资质；2.正常连续开业3年以
上，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诚信记录；3.有固定办公场所；4.有丰
富的执业经验（或销售业绩）。

有意者请于2022年11月11日前提交报名资料（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历年业绩材料）。报名地址：海口市南沙路55号交通
大厦7楼。联系人：官盛，联系电话：18889927383。

海口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日

海南之心A1702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区，于
2020年11月通过规划许可，建设内容为8栋地上17-26层，地下1层
住宅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1.小区道路竖向设计标高及园林景观调整，增加垃圾收集点。
2.西侧小区入口增加门廊。
3.调整局部外立面线条、屋面栏杆、楼梯及设备管井等内容。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4.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1月2日至11月15日）。
5.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6.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之心A1702地块项目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为解决项目用地登记用途与规划用途不一致、保障项目依规开
发建设问题，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D-14-04地块规划修改工作。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
九条规定，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要求进
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11月2日至12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地块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

号楼南楼 2047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14-0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合理确定政府储备地开发规划条件，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
市金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LH0207054、LH0207059地块
（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公示地块编码为LH0207063、LH0207068）
规划修改工作。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要求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11月2日至12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地块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联系人：龙腾卓，咨询电话：6872437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金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LH0207054、LH0207059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受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进
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文丰村西北面28000m2工业
用地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琼〔2018〕定安县不动产第0005047
号。参考价：人民币1156.4 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现将第一
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2年11月24日 15：00；2.
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1
月 23 日17:00止；竞买保证金以2022年11月23日12：00前到账为
准；4.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
海 口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铁 桥 支 行 ；银 行 账 号 ：
1010898890018508。5.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22〕琼0107拍1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6.特别说明：（1）上述标
的按现状拍卖[拍卖标的含部分已征收土地（未办理征收补偿手续，由
后续买受人或承受人承接相应征收补偿权益），被规划道路征收占用面
积为1032.53m2、边角地面积为60.15m2，被征收部分具体方位详见评
估报告，征收补偿金额及手续问题由竞拍人自行向定安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了解]，竞拍人应综合考虑征收补偿金额等因素对竞拍标的整体
进行出价；（2）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及地址：
0898-68585002、0898-68585005。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
申亚大厦25层。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5873365。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琼0107拍1号

海口农垦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宏达商城项目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金垦路41号，项目规划建设13栋住宅（27F），2栋写字楼（16F-
19F），1栋幼儿园（3F），1栋精品酒店（9F），1栋会所（2F），8栋商业
（2F-4F）及地下室共计27个单体组成。总用地面积：128508.52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458712.71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建字第
460100201800108号。该项目分三期施工。其中一期包括1#楼，2#
楼，3#楼，4#楼，5#楼，8#楼，13#楼，15#楼，17#楼，18#楼，共计10栋。
目前，除17号楼（幼儿园）未竣工，不具备规划核实条件外，其余楼栋及
其相应用地范围内地上部分的道路，绿化停车位，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
已竣工。经我司研究，本次拟申报该项目一期1#楼，2#楼，3#楼，4#楼，
5#楼，8#楼，13#楼，15#楼，18#楼办理规划核实手续。并在相应的施工
区设置安全隔离设施。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2年11月2日至2022年
11月10日）。2.公示地点：宏达商城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ilhfjgs@sina.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
海口市国贸二横路11号国土大厦市资规局龙华分局（邮政编码：
570125）。（3）书面意见或邮件应写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联系
地址，并提供身份证，相关受益人证明材料，否则，视为无效。（4）有效反
馈意见时间：公示期间。（5）联系人：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
邢女士，0898-66827511；建设单位，丁先生，13322060878。

海南农垦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7日

宏达商城项目一期分期规划核实公示启事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南渡江河口右岸
生态修复项目单元控规图则的公示启事

为推进南渡江河口右岸生态修复项目建设，现按程序编制
海口江东新区南渡江河口右岸生态修复项目单元控规图则，确定
相应管控要求。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11月2日至 12月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 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11月2日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事

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项目核算专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基本要求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无

违法违纪行为；
（二）年龄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优异者

可放宽条件）；
（三）有财务工作经验，参与过项目核算，有财务证书者优先；
（四）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有公文写作经验者优先；
（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团队协作、吃苦耐劳、工作

中能抗压与服务精神；
（六）熟悉操作电脑办公系统。
二、岗位职责
（一）负责项目成本核算、调研、管控、分析、结算、政策研究、材料

撰写、申报、跟踪、验收、资料整合等；
（二）负责领导交办的各种文字拟稿工作；
（三）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com。报
名时务必填写应聘岗位，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获奖证书
等相关证书及材料；

（二）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11月4日。
四、相关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录用。
五、待遇
五险两金；工资+奖金+N。
六、报名联系方式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甘女士0898-66810583、张女士0898-66810275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服务单位：1.海南东寨港
（三江湾）生态修复项目：（1）环境影响评价服务；（2）施工、监理招标
代理服务；（3）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服务。2.观澜湖北区区
外排水工程（PG7 线）（北山桥涵-桩号A6+199 段）林地可研报告编
制服务。3.观澜湖北区区外排水工程（PG3 线）租地分户测量服务。
4.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供电外线：
（1）施工招标代理服务；（2）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服务；设计
方案评审（含概算）服务。5.海口市白水塘生活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
项目消防检测服务。请有意向的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
材料到我司项目部、工程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
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2年11月4日17:30，停止报名，逾期不
受理（若因疫情原因全市实行静态管理，报名截止时间相应顺延）。联
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2
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联系方式：伍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相关服务的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11月17日上午10时至2022年11月18
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paimai.
taobao.com/）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

海南矩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JZ20221102期）

特别说明：竞买房产的竞买人参加竞买前，需自行了解并确认
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变更过户时，买
卖双方应缴纳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展示时间及地点：11月12～13日；标的物所在地 。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注册淘宝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

阿里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8976730363 18876032559；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序号

1

2

3

4

5

6

标的名称

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32 A房，
建筑面积624.73m2

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地下车位7个

酸枝办公桌椅1套、书柜1组（共七件）

大红酸枝灵芝椅5套（1套含1桌2椅）

瓷画屏风3个

缅甸花梨拐手沙发1套（共六件）

参考价

680万元

9万元/个

12万元

2万元/套

1元/个

2万元

竞买保证金

60万元

2万元/个

2万元

2000元/套

1000元/个

2000元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
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
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
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
我革命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
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
使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
争，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

“十年磨一剑”，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
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
深层次影响，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
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

决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
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
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
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
成和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
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率的第二个答案，赢得了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
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
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回望百年奋斗
历程，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
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
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
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
衰、不断发展壮大。

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
才能基业常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
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勇于
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
格，也是党最大的优势。百年风霜雪
雨、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能够战胜一

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
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
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
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
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
的“四大考验”将长期存在，“四种危
险”将长期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
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在二十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新征程上，我
们要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强调：

“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
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
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
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
坚强的主心骨。”

“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
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
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作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重大部署。我们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认
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
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
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
战持久战。前进道路上，只要大力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自
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
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我们就一定

能够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
强领导核心。

百年栉风沐雨、淬火成钢，特别是
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
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党的政
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正领导中国人
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
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伟
大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自
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胜利，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绚丽的华章。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文件
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习近平同志2022年
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和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
彝文、壮文共7种民族文字版单行本已由中国民族
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
编》《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党的二十大报告
学习辅导百问》民族文字版也将于近期出版发行。

外交部发言人：

公道自在人心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冯歆然）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1日说，近百个国家再次在联合
国发出正义声音，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
支持，充分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地时间10月31
日，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会议上，古巴
代表66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指出新疆、香港、西藏
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搞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
准，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主张各方应
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
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
团结协作，共同促进和保护人权。另有30多个国
家以单独发言、联合致函等方式支持中国。

“这是继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后，近百个
国家再次在联合国发出正义的声音，表达对中国
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赵立坚说，“这充分说明
公道自在人心，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少数西方国家借涉疆等
问题抹黑打压遏制中国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赵立坚说，联大三委是对话合作的平台，不是
分裂对抗的角斗场。少数西方国家大搞人权问题
政治化和双重标准的拙劣表演，世人早已看清看
腻了。奉劝这些国家放下教师爷的架子，停止借
口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造谣抹黑和遏制打压。

“他们应该做的，是深刻反省自身存在的严重
侵犯人权问题，深刻检讨给他国制造的人权灾难，
回到合作对话的正确轨道上来。”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民
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开展完整
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
城市社区服务功能。

通知要求，试点工作要聚焦群众
关切的“一老一幼”设施建设，聚焦为
民、便民、安民服务，切实发挥好试点
先行、示范带动的作用，打造一批安全
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
样板，尽快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全
力改善人居环境。试点工作自2022
年10月开始，为期2年，重点围绕四
方面内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以社区居民
委员会辖区为基本单元推进完整社区
建设试点工作。按照标准规范要求，
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幼儿园、
托儿所、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
站。每百户居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
积不低于30平方米，60%以上建筑面

积用于居民活动。适应居民日常生活
需求，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邮件和
快件寄递服务设施、理发店、洗衣店、
药店、维修点、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
业服务设施。

打造宜居生活环境。结合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

造等工作，加强供水、排水、供电、道路、
供气、供热（集中供热地区）、安防、停车
及充电、慢行系统、无障碍和环境卫生
等基础设施改造建设，落实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完善设施运行维护机制，确保
设施完好、运行安全、供给稳定。

推进智能化服务。引入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促
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发展。整合家政
保洁、养老托育等社区到家服务，链接
社区周边生活性服务业资源，建设便
民惠民智慧生活服务圈。

健全社区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社区协商机制，搭建沟通
议事平台，推进设计师进社区，引导居
民全程参与完整社区建设。对于涉及
社区规模调整优化、社区服务设施建
设改造、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功能配置
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两部门印发通知

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