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杭州11月9日电（记者
王思北 马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9日在浙江乌镇开幕，来
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余位
代表，以线下或线上形式，共同围绕

“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
主题展开交流，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建设献智献策。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
成立后的首届年会，本届大会围绕合
作与发展、技术与产业、人文与社会、
治理与安全四大板块，就全球网络空
间焦点热点议题设置分论坛。

据悉，大会期间举办的世界互
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将有10余
项顶级互联网科技成果亮相；“互联
网之光”博览会吸引 400 余家中外
企业积极参与，并首次开设“互联网
之光云展厅”，利用3D、虚拟现实技
术，打造沉浸式、365天不落幕“线上

云展”；“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
汇聚海内外优秀创业团队与项目，
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

今年大会继续发布《世界互联网
发展报告2022》和《中国互联网发展
报告2022》蓝皮书。同时，立足浙江
实践，大会创新设立数字经济产业合
作大会、数字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展示活动和长三角一体化数字文
明共建研讨会等3项“永久举办地”特
色活动，旨在进一步承接峰会溢出效
应，让更多地区享受到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红利。

本届大会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
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承办，会期为11
月9日至11日。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聚焦数字未来

➡11月 9日，2022年世界互联
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图为开幕式
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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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关于征集椰海家园（二期）项目存在未取得
预售许可证擅自销售商品房违法线索的公告
广大市民朋友：

由海南米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位于海口市椰
海大道南侧的椰海家园（二期）项目，据相关主管部门函告，其涉
嫌存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擅自销售房源的行为，现我局已立案调
查。为严查非法销售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规范琼山区房地产市场管理秩序，现向社会公布提供违法线索的
途径。一、举报线索事项：群众如有证实椰海家园（二期）项目存
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擅自销售房源行为的相关证据（如收取预付
款凭据、收条或协议等），可于15个工作日内向海口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琼山分局住建规划行政执法大队提供。二、投诉举报须
知：投诉举报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对
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使用真实姓名及联系地址、电话，
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人投诉举报。
三、投诉举报渠道：投诉举报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
340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住建规划行政执法大队
办公室（7楼720室）。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2022年11月10日

声明
近期，我公司发现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秀英港旁某超高层

商业写字楼项目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我公司名义进
行项目销售活动，并声称其隶属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管
理，是海南省重要的港口平台公司和琼州海峡通道的航运企业。
针对上述情况，我公司就此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公司未在海南省
投资和参与任何房地产项目。二、我公司是海南省重要的港口平
台公司，经营管理秀英港、新海港、马村港、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控股子公司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是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企
业。三、我公司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公司。我公司
与海口港集团公司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也没有同一系统兄弟单位
关系。我公司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停止以上侵权行为，并保留追究
相关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权利。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籍）
字第Q3299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2〕807号
海南省民政厅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勤政路，土

地使用权人为海南省民政厅，使用权面积为2014.73平方米的海
口市国用（籍）字第Q32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
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给海南省民政厅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通告。
（联系人：美兰分局赵映云，联系电话：6536087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4日

新秀海湾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金滩路南侧。于2017年12
月批建；现该建设单位申请方案变更，主要涉及项目总平面优化，建
筑立面局部、屋面、楼梯间隔墙，增加出地面风井调整；外墙材质由
石材变更为同颜色的仿真漆；外窗由通高落地窗调整为上下两个
窗；C#楼物业用房位置等调整；总停车位个数由原批建的155辆调
整为140辆，减少15辆；根据技规要求测算所需131个停车位，变
更后的停车位数量仍满足规划要求；不涉及各项规划指标调整。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1月10日至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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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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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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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国才。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秀海湾方案设计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金海晟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滨海国际3202地块项目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新埠岛横沟二街北侧。申报方案拟建5栋地上6—7层、地下1
层商业楼，总建筑面积23290.59m2，拟建建筑与北侧已有建筑的间距满
足规范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1月10日至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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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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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海国际3202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服务单位：1.海口市人文

生态纪念园项目勘察、设计招标代理服务单位；2.观澜湖北区区外
排水工程（PG7 线）（北山桥涵—桩号A6+199 段）使用林地可行性
报告编制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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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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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勘察设计招标代理服务、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服务的公告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是海南省属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独资公司，受省文资办的委托，由海南日报有限责

任公司组织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进行2022—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人工成本专项审计。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采购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2022—2023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服务项目。

3.采购内容：选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南日报有限责任

公司、下属企业等26家单位进行2022—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人

工成本专项审计。

4.资产情况：截止2021年底，集团资产总额约12.8亿元。

5.服务范围：对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企业、海南日

报社和南国都市报社等26家单位进行2022—2023年度企业财

务决算审计，需要出具单体审计报告有25家，集团合并审计报告

1家；根据文资办的相关管理规定，对以上单位的人工成本进行专

项审计并出具合并报告及经营业绩考核报告。

6.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项目单位有权根据中介机

构上年度的服务质量和评价反馈决定是否续签合同。

7.最高限价：30万元/年。

8.服务合同由文资办、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和中标方三方

共同签订。

9.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标法。

10.审计工作完成时间：2022年服务合同履行期限为2023年

3月25日之前完成。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供应商

（需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三证合

一复印件或者“五证合一”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近一

年内任意三个月的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1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

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最近三个

月（即2022年8、9、10月）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的证

明（缴费凭证复印件）。

4.投标人应具备由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核准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资格。

5.参加此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提供声明函）。

6.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并缴纳投标保证金。

7.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2年11月17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

［每天9:00—12:00，14:30—17:30（北京时间，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2.方式：邮件收发。

采购方联系人邮箱：843487894@qq.com。

3.获取招标文件时必须发送以下资料（扫描后制成PDF文

件）：

3.1 营业执照副本；

3.2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3.3 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4 受托人身份证。

（四）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和地点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2022年12月1日9:00。

2.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

二楼会议室。

届时请各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持身份证原件或委托代理人持

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会议。

（五）本公告发布媒体
1.纸媒公告：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2.网络公告：海南省政府采购网（www.ccgp-hainan.gov.

cn）。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柯璇女士66810822/18708966229。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2—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屯昌县木色湖300亩土地开发项目招商预公告
一、基本情况：海南百友实业有限公司系海南华盈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下属海南省商贸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的国有
企业，于2002年3月取得位于屯昌县枫木镇红茂岭（即木色湖旅
游开发区）的四宗连片土地共计200601.01m2（合300.9亩），权利
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均为住宿餐饮用
地。现状约218.9亩土地上种植槟榔。二、土地规划情况：截至
2022年10月，木色湖片区的总规已发布，根据最新的控规要求，
百友公司土地仍为混合用地，其中旅馆用地占40%，餐饮用地占
60%，容积率≤0.6。三、公告时限及要求：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用于征集意向合作方，请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意
向方联系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意向合作方需提供项目
开发方案及合作方案。四、联系方式：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第一联系人：阮先生，电话：13518811526；第二联系人：陈先
生，电话：13698999933；联系邮箱：1216279982@qq.com。

广告·热线：66810888

工信部：

14条举措助力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9日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指南》，面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
给方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从增强企业转型能力、提
升转型供给水平、加大转型政策支持等三方面提出
了14条具体举措，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
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在增强企业转型能力方面，指南提出开展数
字化评估、推进管理数字化、开展业务数字化、融
入数字化生态等举措。在提升转型供给水平方
面，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
供给方主体，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共性需求，研发
即时沟通、远程协作、项目管理、流程管理等基础
数字应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互联网平台企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等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展示场景融合应用和转型方法路径，数字化转型
服务商聚焦中小企业转型痛点难点，提供“小快轻
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在加大转型政策支持方面，指南提出加强转
型引导、加大资金支持、推广试点应用、完善配套
服务等举措。其中，明确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促进工程，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
水平评测指标（2022年版）》，根据行业特点，从数
字化基础、经营、管理、成效四个维度综合评估中
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

我国开展科技人才
评价改革试点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张泉 高维祺）
记者9日从科技部获悉，科技部等8部门日前印
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
案》，旨在以“破四唯”和“立新标”为突破口，创新
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实
的经验，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科技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培育高水平科
技人才队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营造良好创新
环境至关重要。”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本次试点聚焦“四个面向”，围绕国家
科技任务用好、用活人才，以“评什么、谁来评、怎
么评、怎么用”为着力点，致力于按照创新活动类
型，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
才评价体系。

本次试点坚持德才兼备，把品德作为科技人
才评价的首要内容，在加强对科技人才科学精神、
学术道德等评价的基础上，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
关任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
益研究4类创新活动部署试点任务。

本次试点单位和地方包括：中国科学院数学
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12家科研院所，清华大学等
9家高等学校或高等学校附属机构，以及上海等6
个科研单位相对集中、承担国家任务较多、具备较
好基础的地方。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 9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深刻阐述了数字化
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鲜明
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贺信引发热烈反响，与会各界人士表
达了强烈共鸣。

深刻洞察网络空间
发展大势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当今时
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
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在
开幕式现场聆听了贺信，复旦大学网
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
表示，数字技术在财富创造、效率提
升、促进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
价值。让数字技术更好造福人类，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数字技术
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深切期

许。”盘石集团创始人田宁说，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
艾，带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世界各
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
新发展的重要动能。我们要主动开
拓数字经济发展新局面，激发数字经
济新活力。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浙江桐乡市
委书记于会游深有感触：“因水而兴的
乌镇，如今乘上了数字技术这艘快船，
智能汽车、智能计算、智能传感和工业
互联网等产业突飞猛进，实现了‘枕水
乌镇’到‘云上乌镇’的转变。数字技术
还赋予桐乡智慧便捷的新生活、绿色低
碳的新生态、改革创新的新动能和富民
增收的新路子，让桐乡走上了数字赋能
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

本届大会云集来自12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2100余位代表，通过线下或
线上方式，围绕“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
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这一主题交流思想，碰撞火花。

指明深化国际交流
合作方向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面

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
社会应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
作，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
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
网络空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我们接下
来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腾讯集
团高级副总裁、首席人才官奚丹说，
我们将继续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探索
更加均衡普惠的数字化，让互联网这
个人类共同的家园更繁荣、更干净、
更安全。

“世界互联网大会为推动中国互
联网建设和应用，推动全球网络空间
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促进数字技术
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
类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电信
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表示，身处后疫情
时代，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和
经济建设，弥合发展鸿沟，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怎样
适应这一目标，还需要国际社会作出
巨大努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个安全稳
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世界各国都具
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安

全，作为一名在网络安全行业深耕20
年的创业者，我深感责任之重。”来到
乌镇参会的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
说，新征程上，我们将承担新的使命，
不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共
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筑牢数字安全
屏障。

推动加快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
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
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
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
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
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
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
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
和力量。

“我们渴望公平、开放、包容、安
全、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网络空间，而
共同体理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
途径。”“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表
示，“世界是一个相互吸引的整体，我
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数字未来，这个共
同体将会成为共享世界数字化经验

的知识宝库，激励我们迈向网络空间
的未来。”

互联互通是网络空间的基本属
性，共享共治是互联网发展的共同
愿景。

“我们愿同社会各界一道，加快
缩小全球数字鸿沟，丰富信息技术的
创新应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让信息文明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
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杰说。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主张，为
推进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提出了
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中
国-欧盟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专家
组委员鲁传颖表示，发展好、运用
好、治理好互联网，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责任。各国应当在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的前提下，谋求共同福祉，应对
共同挑战，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
的未来。

（新华社杭州11月9日电 记者
王思北 徐壮 张璇 王聿昊 周琳）

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
——习近平主席致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