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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海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晚会举办以
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心和大力支持。截
至2014年7月31日18时，确认到账的善款累计
达 8104.569 万元。其中，新增到账善款金额
3860.01万元，分别由南方航空（南航“十分”关爱
基金会）、中国石化、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阳光颐和发展有限公司）等30家企业捐赠，
详细名单如下：

海南省7·18超强台风
赈灾义演晚会募集善款
第二批到账名单公告

海南省民政厅
2014年7月31日

南方航空（南航“十分”关爱基金会）

中国石化 500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阳光颐和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分行）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00

海南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 200

平安保险 40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150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10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 61.51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100

广东广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六合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卓达房地产集团公司 100

中国太平洋保险（太平洋人寿50万、

太平洋财产50万）

海南陵水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三亚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三亚凤凰水韵实业有限公司 50

海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5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50

三亚椰林书院海垦有限责任公司 30

海南省德信房地产开发公司 20

三亚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三亚金晖投资有限公司 10

东方滨海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海南嘉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5

海南美裕营销有限公司 2

海南辰达国际旅行社 1.5

到账金额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300

500

300

100

20

100

100

■ 本报记者 周元

从家人口中得知日前有记者进村
采访，正在海口住院的王伟老人千方
百计要来电话号码，打给记者的第一
句便是：“记者同志，能不能帮我写写
我的恩人？”

7月30日，在省农垦医院的骨科病
房里，记者见到了脚上打着厚厚绷带的
老人。“他们救了我的命，我都没好好谢
谢他们，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说这话
的时候，阿公红了眼圈。

王伟家在海口市三江农场农业十
队排沟村。7月18日下午，王伟一家人
都转移到了防洪楼。然而，狂风将一楼
的窗户连框带玻璃吹了下来，正在旁边
的王伟避让不急，被玻璃割到了双腿和
右手，顿时血流如注。“我都吓傻了，不
知道怎么办。”回想起当时的一幕，阿公
的老伴林梅心有余悸。

接到王家的求助电话后，村里的农
场驻队干部柳世光马上打电话向农场场
部汇报。由于交通已经中断，农场医院
的医生无法立即赶过来救援。

19日3时许，医生和救援车辆还堵
在进村的路上。但阿公已经慢慢坚持
不住了。因为流血过多，他越来越虚

弱，他嘱咐弟弟和儿子、侄子将他从防
洪楼抬回家里。

“当时就想着，肯定就没救了。要
死，还是要回到自己家。”阿公已经做好
等死的准备。

7时多，农场医院的车辆行进到离村
子5公里的地方，就走不动了。八、九名
部队官兵一边抬着担架，一边开路，和医
生徒步进村，将阿公抬了出来。

“那时路上到处都是吹倒的树，有
的地方被挡住了，那些当兵的孩子就
跪着抬着我走。用膝盖啊！”阿公摸着
自己的膝盖，感激地说。“我问他们哪
个部队、叫什么名字，他们都不说。后
来我到处问，才知道他们是省军区某
个炮团的。”

因为农场医院停电，做不了手术，
阿公又被紧急送到省农垦医院。“来的
时候，伤挺重的，右脚跟腱断裂，全身多
处割伤，伤口也出现了感染。如果救治
不及时，可能会留下残疾。”王伟的主治
医生告诉记者。

“我不知道拿什么感谢才好，就
想让你写写他们，让更多人知道他们
做了一件好事。”这是王伟现在最大
的心愿。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台风夜受重伤的三江农场排沟村村民王伟称，要
感谢村干部和解放军

他们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

本报文城7月31日电（记者张中宝）今天上
午，一辆由深圳开来的爱心物资运输车从海口驶
向文昌市冯坡镇，车上满载着上千件遮阳布，全部
用于村民房屋的遮阳或应急之用。超强台风“威
马逊”给海南造成了重大灾情，牵动着深圳企业家
的心，由深圳天利地产集团发起的“爱心企业灾区
行”活动，得到了深圳SMA超跑俱乐部成员企业
的响应，短短2天时间便筹集到30万元爱心物资。

这已是深圳天利地产集团短短一周内第二次
捐助灾区。该企业负责人蔡晓星说，几天前，他们
在送来20万元的米和油等物资后了解到，这里大
片房屋屋顶被台风掀翻损坏，由于缺少瓦片的供
应，多数灾民屋顶无法及时得以修复，因此急需遮
阳布暂时遮盖以维持生活。

为此，他深有感触，便立即发起“爱心企业灾
区行”活动，并号召深圳爱心企业加入活动，没想
到的是，短短几天便有多家企业响应并捐资购买
了上千件遮阳布。他说，该活动还将持续号召和
呼吁更多的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其中，共同为灾
区献爱心，帮助灾区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

深圳企业驰援灾区
送千余件遮阳布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陈成智

7月30日下午，三亚南果实业有限
公司的种植基地内，采摘工人们正紧张
地工作着，几个小时后，这些收割下来
的蔬菜将被装车送往海口的公益市场，
用以支援因超强台风“威马逊”而遭受
重创的海口灾区。

连日来，在重灾区海口和文昌，众
多的市民群众，没有因风灾而感到菜价
上涨和蔬菜供应紧张。这背后，是三亚
多家农业企业的默默付出。

大灾之后，保障市场供应、平抑物
价是大事。7月22日下午，三亚市政府
组织三亚各大农业企业召开紧急会议，
部署三亚支援灾区蔬菜供应事宜。

会议结束后，三亚南果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松立即赶回公司，召集全体
员工召开了赈灾动员会议。很快，全公

司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为了尽快将足够的新鲜蔬菜送往

海口灾区，当天包括公司高层在内的全
体人员都到种植基地动手收割蔬菜。
当晚11时许，满载着蔬菜的两辆配送
车，连夜从三亚赶赴海口，次日凌晨3
时许到达海口。

7月24日，该公司除了派出本身的
2辆配送车外，还向物流公司租赁了两
辆配送车，将新鲜的蔬菜紧急运送到文
昌灾区。

为了支援灾区，三亚南果实业有限
公司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有利润。

“我们输送到文昌的30多吨蔬菜是无偿
提供的。送到海口的蔬菜，我们也是以
低于三亚批发价的15%至20%的价格
出售。”钟美介绍，当公司自己的基地产
出的蔬菜不足以供应灾区时，他们还需
要采购蔬菜进行补充，“很多蔬菜的采购

价是3元多，但到了海口，我们都是以2
元多甚至1元钱的价格出售的。”

截至今天下午，三亚南果实业有限
公司已经分别向海口、文昌两地灾区输
送超过80吨的新鲜蔬菜。作为一家承
担着三亚市菜篮子工程任务的企业，在
危难时刻我们应该承担起支援灾区的
责任。因此，付出一些人力和物力支援
灾区，我们责无旁贷。”钟美说。

此外，由三亚海源实业有限公司组
织从云南昆明调运的64吨叶菜，日前也
已经运抵海口供应市场。十八大代表、
海源公司总经理刘庆鸯感慨地说，这是
海源公司首次从省外调运蔬菜供应海
口，在运输和销售上都做到了不计成本，
只为保障灾区供应尽企业的一份心意。

一把菜，情暖灾区。一把菜，更见
真情。灾区不会忘记，来自天涯海角的
那股暖流！ （本报三亚7月31日电）

危难之际，三亚各大农业企业组织菜源供应海口、文昌

一把新鲜菜 真情暖灾区

本报海口7月 31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詹晨韵）今天下午，一场名为

“献爱心·民族情”的海南书画赈灾义卖
会在海口举行，卖出90余幅作品，为灾
区重建筹得善款18万余元。

日前，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海南，
7位海南书画界爱心人士发起倡议，呼
吁全国各地书画家捐出书画作品支援灾

区重建。短短几天时间，活动组委会便
筹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幅爱心书
画作品，价值逾千万元。

义卖会共卖出90余件书画作品，筹
得金额18万余元。与此同时，海南本地
书画家还用他们的数幅作品换得了“义
务天下”组织提供的100万元物资。这
些善款和物资将在近期陆续送往灾区。

书画界举行支援灾区字画义卖
共卖出90余幅作品筹得善款18万余元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7月在今天结束，但“威马逊”肆虐
下的灾区重建才刚刚开始，好在在各
方支援下，人们正从灾难中恢复过来，
一张张脸上又开始展现出灿烂的笑
容。今天上午，记者跟随中国银行海
南分行的爱心车队重访文昌市翁田镇
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子，一次次捐助、
一个个好消息，让风灾过后的翁田大
地少了几分灾难的苦涩，多了几分人
性的温暖。

符春霞的笑：又能上学了

地点：翁田镇南岭村
灾情：3间瓦房倒塌，中招被文昌中

学录取的喜悦也被吹走
救援：中国银行海南分行捐赠 1 万

元，承诺支付今后学习费用
在自家已经倒塌得不成样子的房

前，17岁的符春霞显得闷闷不乐。不
仅是因为她家所在的翁田镇大福村南
岭村民小组受灾严重，也不只是因为
突如其来的风灾增加了这个家庭本就
沉重的生活重担。还因为在台风来临
前，符春霞获知，她以 721分的高分，
以翁田镇中招考试第一名的身份，顺
利被文昌中学录取，可是她却面临失
学的困境。

“我还有弟弟妹妹，全靠爸爸在外
打零工生活，高中每学期近4000元的
费用，家里吃不消。”符春霞的声音很
小，但能听出一丝不甘。3间瓦房、1.38
亩薄田，是她家仅有的资产。

在听说了符春霞的情况后，来自
中国银行海南分行的爱心人士坐不住
了。“不能让她离开课堂！”简单的话
语，伴随爱心来到南岭村，1万元现金
交到了符春霞手里。“你只需把心思放
在学习上，高中、乃至大学的费用，我

们都会想办法的，你好好学习就是对
我们最好的回报。”中国银行文昌支行
行长黄循中的话，让符春霞眼里泛起
了泪。

王安存的笑：搬迁好啊

地点：翁田镇加丁村
灾情：全村的“海景房”都“泡汤”了
救援：整体搬迁到内陆
翁田镇明月村加丁村民小组，屋

外就能看见湛蓝的大海，村里每间房
子都是名副其实的海景房。但靠近海
边，意味着“威马逊”过境后，这里是一
片狼藉。

村民王安存家的房子就是如此，17
级大风之后，原本温馨的院子只剩一座
主屋斑斑点点地透着光。“海边太可怕
啦，离海岸线不到300米，那风刮的，什
么都吹走啦！”王安存说，村里其他房子
也都不同程度损坏，经历过这次灾难，
靠海而生的村民们，都惶恐着跑到亲戚

家借住。
今天上午，中国银行的爱心人士为

这个饱经磨难的村子送来了一些常备
物资，而同行的文昌市副市长符涛生则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离海边太近，的确
太危险，重建之路漫长，现在市里面正
在讨论，将近海受损严重的村子整体搬
到内陆地区重建，让你们不再遭受风灾
之苦。”符涛生的话，让王安存会心地笑
了起来：“搬迁好啊！这种风，谁还遭得
起第二次！”

王安存朴实的笑容里，他仿佛已
经看到了未来的生活，远离海岸、远离
风灾，重建之始，他已经对未来充满着
希冀。

张琼英的笑：人在就好

地点：翁田镇下界村
灾情：房屋被掀顶，甚至倒塌
救援：在政府和爱心人士支持下有

信心重建家园

“我们的物资都够用啦！房子也还
能住！生活还好着哩！”70岁的张琼英
老人，家住翁田镇大福村下界村民小
组，从爱心车队到来后，她自始至终都
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台风来时，她和
家人们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回
家时，瓦房被掀顶，邻居家的房子甚至
全部倒塌。庆幸的是，家里没一个人
受伤。

在发放物资的过程中，张琼英一直
在和幼小的孙女玩着，女孩爽朗的大笑
和老人慈祥面容，化去了背后家园满目
疮痍带来的悲伤，刚铺上的遮阳布则挡
住了毒辣的阳光。

“有政府和爱心人士支持，房子塌
了可以重新建，只要人在就好啦，天气
太热但迟早也会过去，家人团聚，就能
重建家园。”老人话简单而又朴实，说着
最直白的道理。而老人的笑，展现的是
风平浪静后家园的祥和，也是对重建家
园的信心。

（本报文城7月31日电）

感恩的心，抚平伤痛的力量，重建家园的信心——

翁田灾区的三张笑脸
蹲点日记

7月31日中午，
在受灾严重的文昌铺
前港，村民正在清理
被打翻的渔船。台风
中，这里的渔民捕捞
设备受损严重，老百
姓在当地政府的帮助
下，积极重建。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清理渔船

根据本公司股东的决定，三亚泰星实业有限公司拟存续分立。本公司名
称由存续公司沿用，因分立将新设“三亚泽优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立
后，存续公司三亚泰星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人
民币200万元，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分立/减资前的债务由分立后存续公司三亚泰星实业有
限公司承担，若本公司在分立/减资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的，
按照协议执行。本公司债权人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公司分立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本公司地址：三亚市河东区管委会红沙社区人民街二巷17号
联系人：熊勇 电话：0898-88202100 传真：0898-88202100

三亚泰星实业有限公司
2014年08月01日

公司分立及减资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海事法院委托，定于2014年8月19日上午10时在海南长江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海口市五指山路47号锦和广场（和谐家
园）B幢的5A08、1005、1708、1702房（其中5A08、1005、1708房建
筑面积均为148.33m2，1702房建筑面积为131.18m2）。参考价：按
上述所列顺序分别为每套人民币 84.15万元、85.85万元、88.37万
元、78.15万元，每套房产的保证金为15万元。上述四套房屋实行单
套分别拍卖。

标的物情况说明：1、上述四套房产目前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

书；2、上述四套房产拍卖采用净价拍卖方式，拍卖成交后因房产过

户而产生的税费及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3、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76年09月27日。

特别说明：其中B幢5A08房，因该房水电管线已铺设，花费约为

8000元，故买受人除需支付成交价款等费用外，还需另行支付8000
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08月18日止，于标的

物所在地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08月18日16：00时
前到拍卖机构了解详情。

有意竞买者，竞买保证金必须在2014年08月18日16：00时前

到账，逾期将不再受理，拍卖机构凭法院收款专用票据办理竞买手

续。竞买保证金收款单位：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珠

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琼海法技

拍委字第6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单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楼2003室
联系电话：0898-31982239 15501739802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93947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保亭县新政镇毛文番雅洋和南林乡南通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监理

于2014年7月30 日 15时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
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项目一：保亭县新政镇毛文番雅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监理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金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拓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江和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二：保亭县南林乡南通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监理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金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拓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江和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4年8月 1日至2014年 8月7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向保亭县纪委监察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83668486。

中标公示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的公告

琼国税稽二告〔2014〕5号

海 口 荣 德 鑫 贸 易 有 限 公 司（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460100000276818；法定代表人：李瑞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向你
公司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稽二检通一〔2014〕13号），决定
对你（单位）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涉税情况进行
检查（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
限）。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因你公
司不在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公司管理人员，上述《税务检查通知
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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