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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拟建立采购代理合作单位库，现就采购代理
合作单位进行公开比选，诚邀国内符合本次比选要求的代理机构参
与比选。

一、项目概况
服务需求：负责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在服务期内委托的有关工

程、货物、服务等项目的采购代理工作，采购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
购、公开比选等。

二、资格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法人；
（二）在海口市有固定办公场所；
（三）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及海南省政府采购网完成政府采购代

理机构网上登记并且在海南省建筑市场信息公开平台完成诚信档
案手册备案；

（六）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
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三、获取比选文件
报名方式：邮件报名，符合条件的代理机构将营业执照副本、法

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扫描成PDF文件发送至
邮箱（hnrbdlk@126.com）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2日18：00。
比选文件发送：报名截止后两个工作日内，比选文件电子版将

以邮件方式发送至报名单位报名所用邮箱。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孔女士 电话：0898-66810307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采购代理合作单位建库项目比选公告

受海南海视旅游卫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定于2022年
11月25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海南卫视2023年每
天7:00～18:00区间广告资源。参考价：500元/分钟；竞拍保证
金：200万元。竞买人资格条件及承诺：①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②在海南卫视2023年7:00～
18:00区间投放广告分钟总量为92820分钟。交纳竞拍保证金时
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24日12:00前将竞拍保证金汇
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海视旅游卫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账号：
11001018700053026947；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北京朝阳支行），
竞拍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请于2022年11月24日
17:00 前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拍手续。网址：
www.hntianyue.com；电 话 ：0898- 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1117期）

公告
周经锋（身份证号：460022********6218）：

2021年4月8日，你在未取得导游证的情况下于儋州市白
马井镇海花岛进行导游活动，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
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依据《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
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我局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壹万元
的行政处罚，并先后于2021年8月25日、2021年9月16日、
2022年4月1日分别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1〕儋综
（文）告字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儋综（文）决字4号］
《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儋综（文）催字〔2022〕1号］。由于你提
供的住址及联系方式无法找到你本人，我局已将以上文书送达
你身份证地址的家中，由你父母亲代收并向你转告。

据核实，从2021年8月25日起，你一直未返回你身份证地址
的家中且你父母也未能与你取得联系，为确保送达有效性，我局
决定撤销以上3份执法文书，重新作出相关文书送达。因你下落
不明，其他方式已无法送达，现要求你在此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局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东坡
路63号）领取《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撤销行政处罚文书的
通知》，逾期视为已送达，本局将依法办理后续工作。联系人：黄
昌辉、骆日仲；联系电话：0898-23329318。 特此公告。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1月17日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11月23日

凌晨02:00～06:00对文昌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文昌

宽带拨号PPPOE上网业务使用将受影响中断1个小时。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公 告 琼台师范学院府城校区学生
食堂委托经营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琼台师范学院府城校区学生食堂委托经营项目。
招标人：琼台师范学院。投标人资格要求：详细表述请在中国招
标投标服务平台、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协会查
看。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12月18日至12月24日每
天8:30至11:30，14:30至17:30在海南省海口市大英山西二街
法苑里4-1-901携带：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2.授权
委托书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章（购买两个标段需要提供两套报名资料）购买招标
文件。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招标投标服务平台、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协会上发布。联系方式：韩先生
0898-66166272（因版面原因详情参见网络版招标公告）。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一）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二）竞买人须提交《竞买申请书》（样本见挂
牌出让手册）。（三）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律法规。四、竞买申
请：（一）交易资料获取：有意竞买者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
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网址：http://lr.
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
件，了解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二）竞买申请方
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
买人应办理CA数字证书，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竞
买申请时间：2022年11月17日8：30至2022年12月14日17：
00。（北京时间，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竞买
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2月15日8：30至2022年12月16日
17：00。（三）挂牌出让活动的时间及地点：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
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
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
动。1.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2月16日8：30至2022年12月
30日10：00，受理报价时间为工作日8:30至11:30及14:30至
17:00。2.挂牌报价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三楼
307室。3.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
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203室）。五、采矿权风险提示及其他有关
事项：（一）采矿权投资存有不可预计的风险，采矿权出让的技术
资料所表述的有关矿体的规模、形态、储量、品位等可能与实际
开采有差距，竞买人在竞买前应认真了解相关情况，阅读相关资
料，并到现场踏勘，充分评估投资风险，一旦参与竞买，即视为对
本方案的技术资料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全部的风险责任。
（二）涉及林地使用、安全生产、水土保持等有关事项，由竞得人
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并缴纳相关费用；涉及道路使用、供
水、供电等事宜，由万宁市政府协调解决，竞得人负责补偿相关
权益人青苗以及附着物。（三）该采矿权出让按“净矿”模式出让，
车田村矿区面积795.13亩，其中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农垦东新公司）权属451.22亩、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东兴分公司（以下简称海胶东兴分公司）权属290.25
亩、北大镇大发村委会（以下简称大发村委会）权属53.66亩。由
市政府与大发村委会、海胶东兴分公司、农垦东新公司分别签订
《意向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经协商，大发村委会、海胶东兴
分公司、农垦东新公司同意将车田村矿区占地795.13亩以及后
期采矿过程中需要配套使用的土地租赁给车田村采矿权竞得人
采矿使用，并依法获得土地租金、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以
及取得通过矿地和谐发展资金共享车田村矿产资源开发成果。
（四）为保障石料运输过程中矿区周边居民出行安全问题以及解
决矿产出运问题，采矿权竞得人须在采矿权出让期限内出资建
设与矿区有关的配套设施及矿区周边村庄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
（不包括用于矿山开采、生产销售、运输廊道及采矿权竞得人生
活配套等设施），具体建设项目及建设时间、建设要求等由出让
方或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与采矿权竞得人共同协商确定，出资额
为人民币2.5亿元。（五）竞得人须履行《万宁市北大镇车田村矿
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方案》等技术文件
要求，相关技术文件成果将由出让人移交给竞得人，具体以出让
合同约定为准。（六）本次挂牌出让不缴纳竞买保证金，挂牌出让
成交公示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采矿权竞得人
不得无故拒绝签订出让合同，否则，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相关规定，追缴挂牌出让竞得价款20%的违约金。六、咨
询方式及查询网址：联系人：符先生 欧女士。联系电话：
0898-62223295 65236087。本次挂牌出让公告的详细内容
请 查 询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22年11月17日

矿业权名称
万宁市北大镇车田村
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
备注：1.储量指资源储量。2.出让年限20年，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期满不延续。

矿区地址
万宁市北大镇
西侧约4.5千米

储量（万立方米）
建筑用花岗岩2894.70、
剥离物446.38

矿区面积（平方公里）

0.530

开采规模（万立方米/年）
建筑用花岗岩130、剥离
物21.63

服务年限（年）

20

挂牌起始价（万元）

71000

开采标高（米）
+50米至+
228.9米

万宁市北大镇车田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公告编号：矿挂〔2022〕02）

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半流程网上交易方式挂牌出让万宁市北大镇车田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矿业权的基本情况

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博鳌零碳示范
区建筑绿色化改造项目设计方案的公示

现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向我局申报办理博鳌零碳示范区建
筑绿色化改造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申报建设用地位
于琼海市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东屿岛），用地面积为
601133.9㎡，土地权属证明/证书编号为海国用〔2008〕第0166号。
申报的建筑设计方案为改造项目，改造内容：围护结构性能改造提
升、设备设施性能改造提升、智慧化性能改造提升、可再生能源改造
提升等；总建筑面积为105450.56平方米（其中博鳌亚洲论坛会议
中心及酒店面积增加558.3平方米，其他保持原批不变）；该项目各
项指标均符合控规要求。为征询申报工程建设用地周边利害关系
人意见和建议，现将申报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7个工作日（11月17日至11月25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
zwzx/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
路398号政务服务中心）；（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
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联系电话：0898-
62930106，联系人：王女士。

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11月16日

波兰东部边境发生2起爆炸
造成2人死亡，俄否认其导弹坠入

据新华社华沙11月16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波兰东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15
日发生2起爆炸，造成2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
当天否认部分波兰媒体有关俄制导弹坠入波兰居
民区的报道，称这是蓄意挑衅。

波兰政府发言人彼得·米勒15日晚在国家
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后对媒体表示，波兰东部
赫鲁别舒夫县发生2起爆炸，造成2名公民死
亡。目前，波兰提高了部分军队和其他部门的
戒备状态。

爆炸发生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召集国
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和政府特别会议。波兰
总统杜达已就此事同美国总统拜登、北约秘书
长斯托尔滕贝格等通话。杜达称，目前没有确
凿证据表明导弹的发射地点，他认为这是一起

“孤立事件”。
俄罗斯国防部1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

明，否认波兰媒体有关俄制导弹坠入波兰居民区
的报道，称其目的是使局势升级。声明说，俄罗斯
军方没有使用杀伤性武器对乌克兰和波兰交界地
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波兰媒体公布的现场残骸与
俄杀伤性武器没有关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
和波兰总统杜达的通话中，“我们交换了信息，并
正在澄清所有事实”。

另据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波兰总统杜达和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6日分别表示，没有证
据表明15日发生在波兰东部边境地区的爆炸是
蓄意攻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工专家
根据波兰公布的照片确认，爆炸后残留的碎片属
于乌克兰的S-300型防空导弹部件。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
姜琳）工资发放不及时，公司强迫加班
怎么办？为推动解决问题关口前移，
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中央政法委等九部门16日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
商调解工作的意见》，着力强化协商
调解力度，健全多元处理机制，推动
最大限度以协商调解等方式柔性化

解争议。
“在我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

劳动人事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或
仲裁、诉讼方式解决。”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调解仲裁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快速
增长，劳动人事争议也相应增加。由
于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大多处于强
势地位，劳动者往往很难与其进行平

等协商，不得不通过仲裁甚至诉讼方
式来解决，由此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协商是劳动人事争议办理的法定
程序。意见要求用人单位建立健全沟
通对话机制，畅通劳动者诉求表达和
利益协调渠道，建立完善内部申诉、协
商回应制度，及时回应劳动者协商诉
求；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帮助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开展争议协商。

意见提出，工会组织要主动引导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和解协议，推
动和解协议履行、主动做好引导申请
调解等工作；同时专门明确了和解协
议在仲裁、诉讼活动中的效力。

协商不成还可以调解。意见建
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
系，要求企业普遍建立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推动在有条件的市、县级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内设调解中心和
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强化了调解与
仲裁、诉讼的衔接，增强了调解协议的
执行力。

“力争用5年左右，协商调解解决
的争议案件数量占比显著提高，争议
诉讼案件稳步下降至合理区间。”上述
负责人说。

我国将大力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力度

通知强调，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对进一步优化防控
工作的重要部署，推动文化和旅游行业
防控工作更加科学化、精准化。

从2021年8月对出现中高风险地
区的省（区、市）进行跨省旅游“熔断”，
到今年5月将该机制调整为对出现中
高风险地区的县（市、区、旗）和直辖市
的区（县）进行“熔断”，再到跨省旅游经
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可
以看出，文旅部门不断适应疫情防控新
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的新特点，不断提
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通知在优化有关措施的同时，要求
继续暂停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出
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暂
不恢复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团队旅游业
务。这说明有关部门不是要放开、更不
是‘躺平’。”张致宁表示，通知的主要精
神，仍是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
总方针。

还有不少游客表示，虽然该通知减
少了一定的出省游顾虑，但仍希望各地
的执行细则尽快落地。

“政策的优化也意味着疫情精准
防控要求的提高和预防处置能力的

‘在线’，只有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
学性、精细度，消除疫情防控‘一刀
切’、层层加码等问题，政策的效果才
能真正体现到行业发展上、旅游相关
企业的经营上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上。”厉新建说。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徐壮）

科
学
精
准
做
好
文
化
和
旅
游
行
业
防
控
工
作

如何看待跨省旅游经营活动如何看待跨省旅游经营活动
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

文化和旅游部11月15日印发关于
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
学精准做好文化和旅游行业防控工作
的通知，提出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
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加大“一刀切”、
层层加码问题整治力度等措施。该通
知有何背景？对于文旅市场有什么意
义？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进行解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月11日
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
施，要求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文
化和旅游部最新通知正是在落实以上
部署要求的背景下印发的。

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
施将风险区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

“高、低”两类，提出最大限度减少管控
人员，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
位划定，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
检”，加大“一刀切”、层层加码问题整
治力度等要求。

按照这些要求，通知优化了对跨
省旅游的有关防控措施：明确跨省旅
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
理。这意味着对于出现高风险地区的
县（市、区、旗）和直辖市的区（县），旅
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再需要暂停经
营进出该地的跨省团队旅游业务。

此外，通知还细化提出，跨省游客
需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
坐跨省交通工具；积极引导游客主动
进行核酸检测，推动防控关口前移；压
实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和各类行
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防
控政策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
院教授厉新建表示：“文化和旅游部
快速响应中央精神，落实优化疫情防
控的二十条措施，发出通知进一步科
学精准做好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
控工作，这对于提振旅游市场信心，
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标
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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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晚间发出的通知，迅速
得到文旅市场的注意。携程数据
显示，通知发出后，携程跨省游产
品搜索量达到国庆假期以来的峰
值，自由行产品搜索量较前一日
增长超2倍；飞猪平台上，跨省游
相关产品搜索热度随之攀升，“双
11”售出的“囤旅游”产品核销规
模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已核销出
行的订单数同比增长50%。

“已经有南方游客前来询问
东北冰雪游的相关产品了，大家
对新政策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
的。”北京一家旅行社的业务员
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通知的
印发对于文旅市场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与发展有较强的风向标
意义。

“刚刚过去的‘双11’，不少
消费者提前购买东北滑雪、海
南过冬等时令旅游商品，该政
策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大家预约
使用的意愿。”飞猪“双11”项目
负责人舒琛认为，通知将文旅
领域相关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
精准化、科学化，有利于行业的
恢复发展。

“通知旨在在文化和旅游系
统更好地推进疫情精准防控。”携
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致宁预计，随着各地区具体的落
地细则陆续制定，国内跨省旅游
市场将迎来加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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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旅客在铁路上海西站准备乘坐Y701次列车。
新华社发

新华社联合国11月15
日电 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
15日举行联合国上诉法庭
和争议法庭法官选举。经联
合国内部司法理事会推荐，
来自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
官高晓力、孙祥壮分别当选
联合国上诉法庭、联合国争
议法庭法官。

据介绍，高晓力的任期为
2022年11月15日至2026年
6月30日，孙祥壮的任期为
2023年7月1日至2030年6
月30日。

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
名法官，均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办公。争议法庭共有9名
法官，分别在纽约、日内瓦和
内罗毕办公。这两个法庭是
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重要
机构，为维护联合国工作人
员合法权益、促进联合国系
统在法治基础上有效运转发
挥重要作用。

这是联合国上诉法庭和
争议法庭设立以来，中国候
选人首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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