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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供 求

遗失声明
陈以艳于2014年1月遗失身份证
（460006199004202326），有效期
限：2006.11.10-2016.11.10，特此
声明。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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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诚招销售代理公司
海南新开楼盘项目，地理位置优
越，可售面积400亩，诚招有实力
代理机构加盟合作，有意者请联系
陈先生:13876504455

注销公告
澄迈蓉发畜牧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来我司办理事宜。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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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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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想要让自己的暑假变得更有意义吗？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
心举办“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参与的学生们
能够自我磨练、增长见识，感受到劳动的苦与乐，养成自力更生和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本中心还准备了丰富的奖品和好玩有趣的户外活
动！卖报期间，小报童们的卖报体会或日记、感想等优秀文章，将有机
会被挑选出来发表在南国都市报和南国都市报新媒体、南海网为此次
活动专设的“卖报小行家”专栏。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你准备好了
吗？赶紧联系我们吧！欢迎大家拨打活动咨询及报名电话：盘沣锐
15595727909；钟 明 敏 15008983873；QQ 群 202074457

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火热招募中

▲苏文章遗失中国农业大学毕业
证 书 ， 证 件 编 号 ：
100197201106000316，声明作废。
▲琼临高03156船《出海船舶户口
薄》遗失，编号：4600280100304，
声明作废。

▲李布菊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5198008102423，现特
此声明。
▲陈应雄不慎遗失电力工程助理
工程师证，证号：2011-1A-009，
现特声明。

▲海南欧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本2一1、2一2，
证号：460000000157165，声明作废。
▲甘传淅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5197706210013，特此
声明。

▲王荣青不慎遗失房屋座落万宁

城万州大道东侧房权证，房权证

号：万国用（2004）第 101202号，

现特此声明。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806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浙江丽水市
莲都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8月6日上午10时在海南东方
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第三次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
口市坡博路1号虹冠大厦第二层202号房产（产权证号：海房字第
HK309967号，建筑面积：1000.77m2），参考价850万元，竞买保证
金180万元。

特别说明：买受人承担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8月5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8月 5日 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

买保证金，并于拍卖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
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户名：海南东方国际商
品拍卖有限公司，账号：11006258312001，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
分行营业部。缴款用途处注明：（2015）琼技委拍字第046号保证
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1-2层
联系电话：0898-68523900 13976111340 欧阳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578-2264149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8、019、02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8月7日上午10：30时在我公司拍卖
大厅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1、位于儋州市恒大名都1期20
号楼502室建筑面积为121.91m2的房产。参考价：58.64万元，竞买保证
金：10万元。2、位于儋州市国营西联红卫小区31栋B401号建筑面积为
110m2的房产。参考价：22.62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3、位于东方市
八所镇东海北大街西侧1562.5m2住宅用地及地上216.4m2平房一栋。
参考价：417.0916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10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
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4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8月4日下午
16时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及
时间：竞买保证金交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
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南
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8、019、020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以
2015年8月4日16时前到账为准。特别说明：1、标的1已抵押给工行秀
英支行；2、标的2属于农场保障性危房改造性质的住房，没有办理房产证，
拍卖成交后，法院会依法出具成交裁定书，但不负责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
办理过户；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向政府补交土地出让金2.39万元，具体
数额应由当地政府确定。拍卖机构：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联系地
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1号景瑞大厦 A座 21层；联系电话：0898-
31651618 13637647779；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下列借款人、担保

人享有合法债权，现对借款人、担保人进行公告催收，请下列借款人
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
范围依合同、借据等约定）。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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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1

2

3

4

5

6

公 司 名 称

海南兴宝（集团）有限公司

朝鲜凯旋贸易公司

海南中农东方有限公司

河南省商丘市供销社农业资料公司

海南三维强力复合肥厂

东方富鸿砖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 权 金 额

46,179,375.90

19,589,026.26

44,833,506.80

649,600.00

20,908.17

300,000.00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5年7月7日的金额，请债务

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与我公司联系，及时履行还款、担
保义务。2、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正义路3号 邮编：570206 联系电
话：66527363 传真：66527381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7月7日

关于2015年度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
专项资金拟补助减排工程项目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琼财建〔2012〕1760号）、《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琼土

环资控字〔2013〕24号）相关规定，现将2015年度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拟补助的减排工程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间，省生态
环境保护厅和省财政厅接受反映公示项目情况和问题的来电、来访。

一、公示项目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项目名称

澄迈和岭振兴养猪场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临高县盛金成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海南大顺连丰种养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海南罗牛山新昌种猪有限公司十万头猪场废水处理系统

海口华农生物肥料有限公司污染物综合治理项目

文昌聚佳蛋鸡养殖污染物综合治理项目

文昌喜鑫丰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金农猪场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盛杰猪场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兴旺猪场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珠胜农业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海南逸盛热煤炉脱硝项目

昌江鸿启水泥2#线脱硝工程项目

项目
地点

澄迈

临高

定安

海口

海口

文昌

文昌

白沙

白沙

白沙

白沙

洋浦

昌江

项目投资额
（万元）

134．5

155．72

220.8

570

206.4

97．13

82．7

91．15

79

68．68

87．55

1012.6

115.5

拟补助额
（万元）

40.40

47.00

66.00

171.00

62.00

29.10

25.00

27.40

24.00

20.00

26.30

199.00

35.00

项目类别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农业污染减排

工业（气）污染减排

工业（气）污染减排

备注

省责任书项目

省责任书项目

省责任书项目

省责任书项目

二、公示时间
2015年7月20日至24日（5个工作日）
三、联系电话和信箱
电 话：0898-65237942（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纪检组）

0898-68531591（省财政厅纪检组）
0898-65236154（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总量处）
0898-65236152（传真）

电子邮箱：wujj@hainan.gov.cn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5年7月20日

新华社台北7月19日电（记者何
自力 郭丽琨 李慧颖）中国国民党第19
次全代会第3次会议19日通过提名台
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为2016台湾

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在正式获得提名后，洪秀柱在会上

发表演说强调，若当选，一定在“九二共
识”基础上，巩固、深化、推动两岸的和

平发展，让全民共享两岸的和平红利，
为两岸开创持续、稳定的和平环境。

6月14日，国民党唯一候选人、台
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在3家民调机

构的平均支持率为46.203％，超过国民
党党内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民
调30％的门槛。

6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核备

提名洪秀柱为该党2016年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候选人。

2016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于
2016年1月举行。

中国国民党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确定

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征战2016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王宇）农业部
农药检定所所长隋鹏飞19日表示，目前我国实施

“农药零增长”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农业
部将启动相关课题研究，探寻农药减量合理模式
与路径，科学绘制我国农药减量路线图。

今年2月农业部印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0年我国农药
使用总量实现零增长的宏伟目标。

资料显示，欧盟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末就立法开展农药减量行动，2006年农药减量计
划成为欧盟的强制性政策。

“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战略实施研究与应用”课
题由农业部药检所与8家国内知名农药企业共同联
手发起，课题从经济发展、政策创设、农药产品、药
械装备、作物类型、植保及其他减量综合技术、“互
联网＋”农化服务等板块入手，系统研究农药减量
因素与路径，最终集成研究报告，旨在为“农药零增
长”行动顺利推进提供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农业部启动
“农药零增长”课题研究
绘制我国农药减量路线图

在教育部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
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禁补令”
后，假期学校集体补课的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但记者在安徽、江西调查发现，“学生
一周补课6天”“在职老师变身补习班老
师”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漫漫暑期
成了学生和老师忙碌的“补课时光”。

一样的师生
不一样的课堂

暑假刚放了不到一周，合肥市的初
中生小帆就开始了“补课生活”，几乎每
天都往返于家和培训机构之间。每周
一、三、五上午8点到10点上数学课；下
午4点到6点上物理课；每周二、四、六
晚上6点半到8点半上英语课；周六上
午9点半到10点半则是家长给他报的
音乐兴趣班。“几乎每天都有课，还要跑
来跑去，感觉比上学还累。”小帆说。

让小帆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在的
补习班，老师就是自己班级代课的老师，
同学也大多是自己班上或学校的同学。

“补习班大约20人，绝大多数是同班同
学，要么就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小帆
发现，老师一个暑假同时开了几个补课
班，每个班都有10至20名同学。

记者采访了解到，“禁补令”下，校内
老师校外补课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少学
生暑期生活都是以“补课”为中心，剩余

暑期日子寥寥无几。
蔡晗鑫（化名）是南昌市某重点中学

的初二学生，她7月份每隔一天就要去
老师家中补习语文。蔡晗鑫介绍，语文
老师是她所在学校出名的语文老师，因
此有很多学生每逢暑假就来补习。蔡晗
鑫所在的补习班总共有20名学生，上课
内容则都是课本外的知识。

除了在老师家中补习语文，蔡晗鑫
还得在校外补习班补习数学、英语、物
理，上课的老师也是南昌市各名校的老
师。“每门课程的价格都是1500元，总共
4500元。孩子暑假上一个月的课，我们
就花了6000元，比在学校上课贵多了。”
蔡晗鑫的家长说。

校内老师的培训班
上还是不上？

为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为，切实减
轻学生学业负担，今年暑假前教育部印
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
偿补课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严禁中

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
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并将对违者
作出通报批评、行政处分等处罚。但为
何校外补课现象仍然存在呢？

学生小帆表示，和他一起上课的同
学有的是因为家长要去找老师补课，老
师才告诉家长他所在的培训机构地址；
有的是老师主动告诉家长，希望孩子能
利用暑期好好补缺补差，因此推荐孩子
来自己的培训班上课。

让一些家长担心的是，校内老师会
不会把一些有质量的教学内容留到辅导
班上讲授？如果不上校内老师办的补习
班，学生会不会跟不上？老师会不会对
学生有意见？

一名家长告诉记者，有的校内老师就
是平时考试的出卷老师，在辅导班上将出
卷的相关内容给学生讲解，导致上辅导班
的同学看起来成绩提高了，但实际上学习
能力得到多大提高，谁心里也没底。

一名高中教师则表示：“如果暑假不
补课，很难足额完成学习任务，开学后进

度一定会赶。”除此之外，行政部门对学
校的考核、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都将学生
成绩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只要高考指挥
棒还在，就必然要搞应试教育。”

也有家长坦言，不管学校补不补课、
老师补不补课，只要是假期，还是会把孩子
送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补课，与此相比还
是相信校内老师或者名校老师的补习班。

南昌市青山湖区的学生家长李红荣
坦言，让孩子补课也是无奈之举，“别的
孩子暑期都在学习，我不能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

治愈“补课焦虑症”
应向课堂要质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
为，目前家长之所以热衷补课，实际上反
映的是对升学和学生未来的担忧。我国
的考试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一考定终
身”仍是当下的现状。只要这一现状存
在，对升学率的重视程度就不会减弱，暑
期办班的现象也不会减少。

夏学銮表示，真正应该防止的是课堂
上讲授不认真全面，故意不完成教学任
务，课后再给学生“开小灶”收费的违反师
风师德行为。同时，政府相关部门、社区
也应积极组织开展一些适合学生参与的
暑期活动，还孩子一个轻松的暑期生活。

事实上，不少地方的学校已行动起
来，抵制乱补课行为。有学校负责人说：

“不补课，才是学校和老师的自信行为，
也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7月10日，合
肥168中学就在学校网站上公布监督电
话，作出郑重承诺：不搞有偿家教，不组
织不参与社会上的任何有偿办班。

合肥168中学校长阮厚广说：“一旦
发现老师有这种行为，一定要严厉处罚，
老师把心思都放到补课挣钱上了，怎么
能把心思放在课堂上呢？”

有专家建议，在一些特殊时期，学校
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课程，比如初三和高
三阶段。对此，学校要免费开展一些辅
导活动，并适当给予教师补贴，让学生和
家长的需求在校园内得到满足。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暑期补课现象调查

“禁补令”为何禁而不止？

7月19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国际会展中心，
参赛选手在赛前调试足球机器人。

当日，第19届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赛在
安徽合肥开赛。本次机器人世界杯赛分专业组与
青少年组，来自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
名选手参赛。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新华
调查

第19届RoboCup机器人
世界杯赛合肥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