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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进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王逸涛 李
杰）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四
号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3日14
时18分，成功开启天舟五号货物舱舱门，在完成
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于15时03分顺利进入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
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在一线采访
看到，各地以真抓实干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
量发展的步伐更加坚定，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
技术基础。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 巩固经济回稳向
上态势

11月5日，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
西部标段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通
车后，这条线路将串联多个大型客流
集散点和重点发展区域，成为加速城
区生产要素流动的“黄金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山东将立足高质量发展，遴选一批能
在四季度开工或急需办理前期手续的
大项目、好项目，早开工早落地，为高
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山东省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王栋说。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
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
洞察国际国内大局大势，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我国经济
在高质量发展航道上稳步前行。

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兰（西）广
高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西宁至成都段
全线开工建设；国家172项节水供水
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大藤峡水利枢纽
工程右岸首台机组正式并入广西主电
网投产发电；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项
目1号机组完成穹顶吊装……

各地加快实施重大项目工程，短期
内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从中长期看，
能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势蓄能。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满足
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
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双十一”期间，高端家电、数码产
品、“国潮”品牌等销量大幅增长，其中
升级品类增速明显。从“有没有”到

“好不好”，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已成为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

“长沙将多措并举鼓励新能源汽
车等大宗消费，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持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为巩固经济回稳向上态
势提供支撑。”湖南省长沙市商务局副
局长黄立斌说。

在有“天下第一粮仓”之称的吉林省
榆树市，秋收已近尾声。“预计今年玉米、
大豆亩产较去年有所提高。”榆树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郎晓峰说，按照党的二十
大部署，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继续
推广秸秆覆盖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
保护黑土地，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为中
国碗装上更多、更好的中国粮。

近期，北方地区陆续进入供暖季。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能源大省
山西压实增产保供任务。“加强电煤中
长期合同履约监管，着力提升煤矿日产
量水平，稳定全省电煤库存，提高应急
保障水平，确保做好今冬保暖保供工
作。”山西省能源局局长姚少峰说。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
发展，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
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
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云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和
华为云等多座大型数据中心，总投资
超过160亿元……贵州贵安新区成为
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聚集数量最多的

地区之一。
数字中国建设为广阔西部地区提

供发展新机遇。“贵州将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抓住‘数据’这
个核心生产要素和‘算力’这个核心生
产力，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中国建
设探索经验。”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副局长李刚说。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
中国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大量智能机器
人应用了最新的自动装配技术；全自动
高速连续钢铝混合机械冲压线能实现
复杂造型零件的生产；焊装广泛采用自
动化焊接及传输设备，焊接自动化率达
100%，线内输送自动化率100%。

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蓬勃生长……面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嬗
变，推动中国加速向制造强国转变。

走进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天
河一号”主机房内，百余台黑色机柜列
队排开，一盏盏指示灯快速闪动。“企
业用户、合作科研部门实时在线互动，
每天要完成接近15000项计算研发
任务。”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总工程
师冯景华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我们将继
续加强科技创新，与顶尖科学家加强
合作、协同攻关，瞄准重大产业和战略
需求展开研发，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共
同发展，实现中国超算产业更多新突
破。”冯景华说。

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
制，让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更加充沛，
持续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在福建晋江的华宇铮蓥集团经编
车间，运用“5G+以太网机器视觉”的
检测设备实时传输生产画面，AGV物
流机器人穿梭其中。“民营企业的科技
创新生态和能力都得到较大提升。”晋
江市科技局局长蒋家兴说，晋江将持
续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
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九章”“祖冲之号”问世让中国量
子计算机实现算力全球领先，国家大

科学装置“人造太阳”创造1.2亿摄氏
度“燃烧”101秒世界纪录……近年
来，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在安徽诞生，多
个高层级研发平台加速落户。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的部署，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评价改
革，持续打造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
果转化的全链条科创体系。”安徽省科
技厅副厅长夏辑说。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
家治理效能

11月的上海，胜友如云。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

市场机遇”“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
制度型开放机遇”“中国将推动各国各
方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习近平
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上的致辞，彰显中国坚定不移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近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22年版）》发布，聚焦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和进一步优化外资区域布局；
多部门宣布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以实际行动
兑现开放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1 月 8 日上午，一列满载元明
粉、铬铁、发电机等货品的西部陆海新
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重庆鱼嘴站出
发，两天后到达广西钦州港，继续换乘
海船出口到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地。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未来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将联通‘一带’和

‘一路’，服务内外双循环，推动区域经
济更好融合发展。”陆海新通道运营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渝培说。

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

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
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
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11月1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政务
服务中心，成立于1980年的悦宾饭馆
第三代经营者郭华，领取了《促进个体
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后全国首张直接
变更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将饭馆的经营者由父亲变更为
我自己，实现了父女俩多年夙愿。”郭
华说，之前由于法规限制，变更经营者
需要注销使用了几十年的营业执照。
条例允许直接变更经营者，有助于打
造胡同里的老店。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发布、关
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
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印发……围绕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一系列改革
措施出台落地。

大国经济空间广阔，在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必将释放不竭动力活
力，激发充足优势潜力。

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江苏省仪征
市经济开发区沿江村大潘庄的200亩
精品水稻种植基地不久前迎来第一茬
收获。这是沿江村驻村第一书记周维
忠带领村民试种优质水稻后迎来的第
一个丰收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我们将针对村里
人多地少、小农经济为主的基本情况，
因地制宜寻找更多特色农业项目，提
高农村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带领乡亲
们共同增收致富。”周维忠说。

放眼神州大地，各地积极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齐
头并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日益增强，
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走上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道路，区域协调发展向纵
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高质量发展的前景更加光明。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各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力经济建设观察

北京市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蔡奇同志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尹力同志兼任北京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福建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尹力同志不再兼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周祖翼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张伟丽（中）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裸绞降服埃斯帕扎

张伟丽重夺UFC281
女子草量级金腰带

据新华社纽约11月12日电 12日，终极格斗
冠军赛UFC281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拉开战
幕。中国选手张伟丽裸绞终结女子草量级现任冠
军卡拉·埃斯帕扎，重夺金腰带。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
财产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将第三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名称：（一）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
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龙沐湾地号为B1-1【土地证号：尖峰国用
〔2012〕第00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111302.32m2，土
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0.6，终止日期：2080年3月30日。
参考价：人民币33087.2384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300万元。
（二）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
镇龙沐湾地号为B4-1【土地证号：尖峰国用〔2012〕第010号】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88311.33m2，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容
积率≤0.6，终止日期：2080年3月30日。参考价：人民币26259.4112
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300万元。（三）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龙沐湾地号为B8-1【土地证
号：尖峰国用〔2012〕第01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88681.92m2，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0.6，终止日期：2080
年3月30日。参考价：人民币26209.5488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300万元。（四）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
自治县尖峰镇龙沐湾地号为A2-1【土地证号：尖峰国用〔2011〕第09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128082.38m2，土地用途：酒店设
施用地，容积率≤1.0，终止日期：2043年3月30日。参考价：人民币
27001.8176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300万元。

二、拍卖时间：2022年12月6日11：00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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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

12月5日止。（上述宗地具有优先购买权人，请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
五日前提交有效证明，逾期视为放弃其享有的权利）。

五、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22年12月5日16:00前到账为准。
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8792。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琼01执1594号、〔2022〕琼01拍3号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七、特别说明：（一）拍卖标的现场由买受人自行前往查看，拍卖

人对拍卖标的物所作的说明和提供的资料、图片等，仅供竞买人参
考，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何担保，拍卖标的以现状拍卖，土地的实际
面积以过户时登记机关确定的为准。（二）因拍卖财产现状及存在瑕
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过户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委托方
和拍卖人不承担过户办证涉及的一切费用；对拍卖标的能否办理过
户手续、办理时间及可能欠缴的土地出让金等情况，请竞买人在竞买
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委托方和拍卖人不作过户的承
诺。（三）请竞买人在拍卖前必须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物，调查是否存在
瑕疵，认真研究查看所竞买标的物的实际情况，并请亲临现场实地看
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上述土地使用
权均存在租赁，其中B1-1、B8-1、A2-1地块租赁期限为2019年2
月3日至2029年2月2日；B4-1地块租赁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
2028年12月31日止。竞买人慎重决定竞买行为，一旦作出竞买决
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
疵。（四）据相关职能部门披露，上述四块宗地因政府规划修编、海岸
带200米政策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新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在符合乐东
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不占用海岸带陆域200米范围、满足建设风貌
管控及海南省产业发展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的土地用途、建筑布局、高度等规划条件重新办理相关用地核算、
收缴或者退还土地价款等手续后依法动工建设。（五）拍卖成交后买
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
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
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重新拍卖
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对于在司法拍卖过程中恶意抬价，扰乱
司法拍卖秩序的买受人，委托方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本次拍卖过户产生的税、费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由相应的主体各自负担。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龙华
区国贸路16-2号帝国大厦A座22层2202室。联系电话：0898-
66721736、13807653966 黄女士。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518786。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2〕琼01拍3号

●海南郡宝律师事务所吴育忠律

师于2022年11月11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14601202210466143，

流水号：11481917，现声明作废。

●庄卓华不慎遗失坐落于兴隆场

部区兴隆街中兴小片第一排496

号的房产证，证号：1309号，声明

作废。

●中融贸（海南）石油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儋 州 市 瑞 林 学 校（ 证 号 ：

52469003056363361Q）清 算 原

因：因停办申请注销。清算组由：

朱华斌、常先华、常秀霞、符壮敏、

徐木军、干体成、王锡华组成。清

算期间：2022年11月3日至2022

年12月17日，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朱华斌，电话：

13158955266，地址：儋州市那大

加平管区原瑞林学校内，邮箱：

1424331382@qq.com。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更正声明
海南元宇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年11月10日在海南日报上刊
登了一则公章遗失，现公章已找到，
不作废，恢复正常使用，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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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华龙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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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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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售
每层面积85m2，四层总计340m2，

地址：文昌市锦山镇菜市场旁，请

联系：18976579622 陈女士。

出 售

招 租

本楼分层招租
1至2楼铺面，3至6楼宾馆房，每
层400m2，有意来电商谈。地址：
定 安 县 和 平 北 路 ，电 话 ：
18976664890。

代理长久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声明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2年11月14
日至2022年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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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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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

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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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按照挂牌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向指定账户足额

缴存竞买保证金。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南省土
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资规
〔2022〕7号）要求，竞买人也可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

金，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
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招
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纳
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3日17时00分
（北京时间）。

六、申请递交：

（一）联系地址：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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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二）联系人：林先生 许先生。
（三）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5008983855。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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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2年12月14日10
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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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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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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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泰
山村委会地段

面积（m2）

519371.25 平方米
（折合779.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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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36381.9561

联系人：黄俊金 15808945369
梁建苓 13518882251

邮箱：471820470@qq.com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金贸西路8号诚田国

际商务大厦26A房

邮政编码：57012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金吉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4日

债务人名称

万宁兴隆新惠康假日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海南美事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美事达置业有限公司、陈万权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22年02月28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7,898,099.47

利息、罚息、复利
7,550,386.55

合计
25,448,486.0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金吉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金
吉投资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明细表所列的1户债务人（借款人，下
同）及所涉及的担保人等主体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债权等协议项下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南金吉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特将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债务人、担保人
等主体，以及前述主体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下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海南金吉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但
不限于公告明细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等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海南金吉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
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清偿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等
主体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招租公告
我组按现状对下列房产、商铺进行公开招租：

序
号

1

2

3

4

5

房屋名称

天山大厦首层前部
分商铺
隆基大厦1—2层
原海发行陵水支行
办公楼二至五层
华信大厦第十层
华新大厦院内c栋
六楼601房

地址

三亚市河西西路

琼山区板桥路

陵城镇新建路

海口市华信路5号

海口龙昆南1号

面积m2

400

2395.00

1350.00

845.36

309.68

招租底价
（元/月平米）

66.56

24.58

6.66

19.2

8.6

租期
（年）

3

3

3

3

3

保证金
（元）

80000

180000

27000

49000

8000

1.报名时间及地址：公告日至2022年11月18日下午5
时止为报名时间（工作日）。有意竞标者，在报名期间须携
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办理报名手续。以单位名义参
加竞标的，须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身
份证明或授权书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领取竞标规则）。
报名地址：富南大厦704房。2.咨询电话及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66119405。3.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工商银行托
管海发行工作组。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号富南大厦。

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工作组
2022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