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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根据江东新区快速通道工程（白驹大道至现状桂林洋

互通段）建设的实际需求，白驹大道（海文胜加油站至桂林

洋互通）部分路段将于2022年11月25日至2023年9月

30日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禁止车辆、行

人通行。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
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11月25日

●陈贻云不慎遗失文昌市冯坡镇合
坡村委会下玉坑村小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
号：469005113201030018J，声明
作废。
●屯昌县南坤镇藤寨中心小学遗
失海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正本，账
号：1005879700000160，核准号：
Z6410000836104，声明作废。

●海南洋浦广安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71380446W）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共屯昌县南坤镇藤寨中心小
学支部委员会遗失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屯昌支行开户许可证正
本，账号：265036811621，核准号：
Z6410001792402，声明作废。
●海南福豪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车牌号为琼E9922挂的
营运证，运营证编号：琼交运管洋
浦字460300000955，现声明作废。
●陈承凯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46000320050612001X，特此
声明。
●海南德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5MA5TUR2E78）遗 失
公章和（陈娟）法人章，声明作废。
●海南屯昌思源实验学校（第二
食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34690221193007，
声明作废。

开业公告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三亚中心
支公司已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三亚监管分局报备设立，
并依法办理了《保险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成立日期：2022年10月
20日；机构编码：000026460200；
机构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
宾路三亚中铁月川项目写字楼
1010房；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
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
文件所列为准。
特此公告。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三亚中心
支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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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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会展工场场地招租
地址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42号海口会展工场一楼129号，
场地面积4501.63m2，场地用途展
览，场地需2年起整租，价格面议，
招租截止日期 2022 年 11 月 30
日，联系方式：15348874016 梁先
生，固定电话：（0898）68560936。

招租

清澜片区QL06-08-1地块位于文昌市清澜片区文府路地
段，用地面积为8039平方米，涉及19宗个人宗地。根据2022年1
月4日市政府批复实施的《文昌市中心城区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规划指标为容
积率≤1.5，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30米，绿地率≥30%。

清澜片区QL06-08-3地块位于文昌市清澜片区文府路地
段，用地面积为3506平方米，涉及1宗个人宗地。根据2022年1
月4日市政府批复实施的《文昌市中心城区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规划指标为容积率
≤2.0，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24米，绿地率≥30%。

2021年 12月 31日《文昌市清澜片区QL06-08-1、QL06-
08-3地块建筑立面管控设计》通过专家评审会审议，QL06-08-
1、QL06-08-3地块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为：规划总用地面积11545
平方米，总权属用地面积 12206.32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34568.11平方米，规划总建筑占地面积6503.79平方米。其中
QL06-08-3地块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为：规划用地面积3506平方
米，权属用地面积4662.85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435.85平方米，
建筑占地面积1227.08平方米，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停车

位28辆，容积率0.98。以上规划内容符合《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
文城中心城区个人建房管理的指导意见》（文府规〔2020〕323号）
要求，具体详见附图。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和建议，根据《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建规〔2013〕166
号），现按程序对《文昌市清澜片区QL06-08-1、QL06-08-3地
块建筑立面管控设计》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2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205，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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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规划管理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6日

《文昌市清澜片区QL06-08-1地块建筑立面管控设计》的批前公示

蔡英文宣布
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新华社台北11月26日电（记者黄扬）蔡英
文26日晚间宣布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
该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央行今年第二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金融举措靠前发力 全力推动经济回稳向上

货币政策工具
助力经济稳大盘

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释放长
期资金约5000亿元！

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
今年第二次降准，并将于12月5日落
地。今年以来，两次降准共降低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
放长期资金超万亿元。

专家表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稳
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加大了实施力
度，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协同发力，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综合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保障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巩固经济回稳
向上基础。

国庆节假期刚结束，山西省介休
市人民医院便从建行获批了3000万
元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这下可以解决
多个科室补充设备的资金问题，而且
贷款在享受财政贴息后，我们实际承
担贷款利率只有0.7%，大大降低了资
金成本。”该医院院长樊金荣说。

这笔设备更新改造贷款的顺利放

款，得益于中国人民银行9月设立的
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在人民银
行再贷款资金和财政部门2.5个百分
点贴息的支持下，这个专项再贷款工
具让不少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获得资金，加快实施技术
改造投资，促进行业创新发展。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创设了科技
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
项再贷款支持工具，积极支持制造业
和服务业有效需求；同时，引导金融
机构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扩
大中长期贷款投放，为拉动投资起到
关键作用。

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4626亿元，同比增加
1525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4623亿元。

在信贷发力支持下，稳经济各
项举措加快落实，发展韧性继续彰
显。10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0.6%，比上月加快1.3个
百分点；前 10个月，我国新开工项
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3.1%，投资
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到位资
金增长22%。

助企纾困措施
加力帮扶市场主体

“最近，集团旗下的红原牦牛乳业
公司顺利办理了贷款延期，解了公司
燃眉之急。”四川省西部牦牛产业集团
执行董事石磊告诉记者，阿坝州农村
信用联社依托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帮
企业将一笔4800万元的贷款展期到
了明年4月，大大缓解了企业的流动资
金压力。

近期，人民银行等六部门推出一
系列举措，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贷
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力度，对2022年
第四季度到期的、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暂时遇困的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
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3年6月30日。

在四季度对收费公路贷款利息进行
减免；对符合要求的新发放贷款减息；延
期贷款免收罚息、不影响征信记录……
一系列金融举措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
资金成本，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向实体经济减费让利，只是帮扶
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的一个方面。在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的引导下，金融机构

还不断创新贷款产品和服务，提升对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金
融供给的精准性。

近日，建行推出移动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惠懂你”3.0版本，信贷融资服
务由原来的8项扩围至26项，新增了
贷款进度查询、额度管理、贷款结清证
明等服务。在金融科技赋能下，10月
末建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客户达246
万户，较年初新增52.4万户；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2.27万亿元，较年初
新增超4000亿元。

在房地产领域
打出“组合拳”

连日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
行等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宣布与多家优
质房企签署合作协议，提供意向性融
资支持超过万亿元，合作涉及房地产
开发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房地产
项目并购融资、保函置换预售监管资
金、债券承销与投资等多个领域。

银行业在房地产金融领域积极行
动，这背后是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引

导。近期，金融管理部门推出多项举
措，整合了信贷、保函、债券等多种手
段，涉及“保交楼”、预售监管资金、房企
并购等多个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

“房地产业关联很多上下游行业，
其良性循环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
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人民银
行配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城一
策”用好政策工具箱，降低了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

数据显示，1月至10月，银行业
累计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2.64万亿
元，累计发放按揭贷款4.84万亿元。

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公布了
16条金融举措，从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
有序、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配合做
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等多个方
面作出政策安排。两部门表示，要全面
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因城施策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融资
合理适度，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
吴雨 刘羽佳）

受疫情、外部冲击
等超预期因素影响，今
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一
些挑战和下行压力。作
为经济发展的血脉，金
融靠前发力，近期推出
一系列举措加大对重点
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
情影响行业群体的支持
力度，全力推动经济进
一步回稳向上。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月 25日电
（记者张瑜 孙振楠）11 月 25 日深
夜，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11·24”火灾事故有关情况，回应
事发小区是否为低风险小区、涉事
居民楼逃生通道是否被铁丝捆绑等
社会关切问题。乌鲁木齐市市长买
买提明·卡德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遇
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
伤员及亲属表示问候，向全市人民
表示歉意。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区长哈米提·
买买提伊明介绍，火灾发生后，医疗部
门组织最强医疗资源实施救治，对每
一名伤员确定诊疗方案，目前伤者生
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当地政府
部门全面做好疏散安置、安抚救助、心
理疏导等善后工作。

关于网传是否存在涉事居民楼逃
生通道被铁丝捆绑的问题，哈米提·买
买提伊明说，经与小区所在街道、社区
以及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反复核实，小
区不存在铁丝捆绑的问题，楼栋所有

住户门、单元门均未封闭。网上所传
楼层门用铁丝捆绑的图片为移花接
木、恶意拼接。

关于网民质疑“事发小区为低风
险可下楼活动”的问题，哈米提·买买
提伊明表示，2022年 11月12日起，
事发小区由高风险区降为低风险区，
随后天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综
合评估后，自11月 20日起，小区居
民已经实行错峰有序出户下楼，在小
区内活动。

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李

文胜介绍，此次火灾具有火灾荷载大、
蔓延速度快、被困人员多、疏散搜救难
等特点，消防部门共调集23辆消防
车、109名指战员参与处置。“事发小
区进出道狭窄，且停车位较少，道路两
侧停放大量私家车，大型消防车难以
进入小区实施作业。在开展搜救及楼
内扑火的同时，组织相关部门对楼前
私家车道进行移位，拆除日常设立的
地桩，全面打开建筑南北侧火灾扑救
作业面。”

买买提明·卡德表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已经成立联合调
查组，正在深入调查火灾原因和责任，
对失职失责人员将依法依规严肃追
责，绝不姑息。

11月24日19时49分，乌鲁木齐
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一高层住宅楼
发生火灾，致10人死亡、9人受伤。
有关部门综合现场勘察和当事人陈
述，确定起火部位位于1502室东侧
卧室东南角，初步确定火灾原因为家
庭卧室插线板着火，事故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乌鲁木齐市召开“11·24”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

在领克汽车宁波梅山工厂，工人操作自动化焊接线。 新华社发货轮停靠在山东港口日照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卸作业。 新华社发

我国首台130吨级重复使用
液氧煤油补燃循环发动机试车成功

新华社西安11月26日电（记者付瑞霞）记
者26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由该院自
主研制的首台130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煤油补燃循
环发动机两次起动试车取得圆满成功。

该型发动机是瞄准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重复
使用打造的天地往返动力装置，具有综合性能高、
拓展能力强、可靠性高等特点，该发动机将有力支
撑我国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发展，满足我国空间
站运营等航天活动需求，提升我国大规模、低成本
进出空间能力。

据悉，该型发动机在充分继承系列型号研制
技术基础上，实现了该系列发动机通用化、一体化
和数智化技术融合。此外，发动机部分零组件采
用3D打印、自动化焊接、智能装配等新工艺技
术，在重复使用大推力发动机高压补燃两次点火、
连续变推力等核心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

国台办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26日晚就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应询
表示，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这一结果反
映了岛内“求和平、求稳定、要过好日子”的主流民
意。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新华社台北11月26日电（记者黄扬）台湾
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于26日进行投
票，选举产生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等。

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统计，除嘉
义市市长选举因故延期外，在已选举产生的21个
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13席，民进党获5席，民
众党获1席，另有2席为无党籍。

11月25日，装载着5万多笼鲍鱼的鲍鱼运输
船返回福州连江县苔菉镇后湾海域过冬。

福建连江是中国鲍鱼之乡，鲍鱼养殖是连江
海洋渔业的支柱产业之一。鲍鱼对生长环境要
求十分苛刻，适合的生长水温在16至22摄氏度
之间。近年来，连江养殖户为提高鲍鱼养殖成活
率，拓展养殖空间，采取了“南鲍北养”的养殖方
式。每年四五月春夏之交，南方海水温度升高，
鲍鱼到北方海域“避暑”，到了11月秋冬之际，再
回来“过冬”。 新华社发

鲍鱼开启“南下越冬”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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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市琼山区积极探索戒毒
人员就业帮扶新举措，形成了以资金帮
扶助创业、牵线搭桥谋就业、技术指导送
上门的帮扶工作模式，全方位推进“平安
关爱”纵深发展。

据了解，为全面落实戒毒人员管理服
务和关爱帮扶，琼山区委政法委印发《琼
山区“润心助创”戒毒人员创业帮扶工作
实施方案》，为有创业意愿的戒毒人员解
决了创业资金难问题。自2021年开展

“润心助创”项目以来，琼山区鼓励各镇街

戒毒康复人员积极创业，先后投入资金13
万余元，帮扶11名戒毒康复人员发展养
殖、种植产业，树立了一批创业典型，极大
地调动了戒毒康复人员创业的积极性，对
其回归社会，稳定就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有外出务工意愿，就业存在困难
的戒毒康复人员，政府部门主动上门充
当“连心桥”，通过链接就业资源，2022年
以来已帮扶32名戒毒人员实现就业，进
一步巩固了戒毒康复成果。

针对在家务农的戒毒人员，琼山区

2022年以来先后30余次将农技服务“送
上门”，有效解决了他们缺乏种植管理技
术的问题，促进增产增收，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

下一步，琼山区还将持续加强资金
帮扶、就业技能培训、人力资源链接等
方面的帮扶力度，全面落实戒毒人员管
理服务和关爱帮扶，为更多需要创业发
展的戒毒人员提供支持，全力巩固戒毒
康复成效，打通戒毒人员就业“最后一
公里”。 （撰文/海宁 陈玉明）

海口以资金帮扶助创业，牵线搭桥谋就业，技术指导送上门

“润心助创”探索戒毒人员就业帮扶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