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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供 求

遗失声明
洋浦吉利烤卤摊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60300600003675;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420222197204167216，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儋州庆远木材产业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空白），代码
4600134140， 发 票 号 码
00028552-00028570，声明作废。
▲关峻峰不慎遗失庄园豪都二期
29幢706号房税收电子转账专用
完税证，编号 [2011] 琼地电转
02172657号，特此声明。

2015年燃油补贴发放公告
五指山庐山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2015年度道路客运燃油补贴发放

工作正在开展，现要求你公司提供

该年度所有出租汽车的有效营运

证、承包经营者的身份证、银行卡

账号以及相关的有效材料。提供

截止日期为2017年11月23日止，

特此公告！

五指山市交通运输局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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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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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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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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丽

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电话：18889413333

注销公告
海南恒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到我司办理相关事

宜。

▲海南海圆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有 奖）2 份 ，发 票 代 码 ：

246001470414, 发 票 号 码 ：

02163399、02163400，声明作废。

▲三亚枫祥工艺品经营部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42010719870103003X，声 明 作

废。

▲房芳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证书（专业类别：机电工程）编号：

468700，声明作废。

▲房芳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专业类别：机电工程），证书编号：

01186320，注 册 编 号 ：琼

246141506019，声明作废。

▲吴易清遗失导游资格证书，证件
编号DZG2012HN10372，特此声
明。
▲陈子宣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编
号460006198804244423，特此声
明。
▲蒲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编号
513722199408113579，特 此 声
明。
▲李再钧、段琦遗失海南雅航旅游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我一期洋房3
幢 2 座 2206 收 据 编 号 ：雅 航
0004754，特此声明作废。
▲田孟生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
游区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自开）一张，发票代
码：246001590619，发票号码：
00019057，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南美联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469003000024046拟向儋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71120期）

受委托定于2017年11月28日上

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报废小汽车4辆，废

旧手机14部。竞买保证金：壹万

元整。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11月24日。请竞买人于2017

年11月27下午4：00前来我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百邦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抵押
汽车质押当日放款

电话：13322060722、68575600

寻租海口办公场地
4000平左右，停车位150个左右，
交通方便，能连租五年。吴先生
18976749281

万宁周边200亩土地转让
李女士1333762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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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招标代理机构和工程监理机构公开竞选公告
招标人：三亚市土地整理中心；项目名称：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农场旱

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一、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乙级（含）以上资质、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
理乙级（含）以上资格证书、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含）以上级职称。报名
须知：须由项目负责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乙级（含）以上
资格证书副本、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 (以上材料核原件,收盖章复印件)；
二、监理机构资格要求：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含）
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项目总监
具备水利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或水利监理工程师资格证。报名须知：须
由授权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总监岗位证书或者监理资格证书及总监身份
证等有关材料。(以上材料核原件,收盖章复印件)；三、报名时间：
2017年 11月20日至11月24日；上午08:30—11:30，下午15:30-
17:30。地点：三亚市河东路158号二楼。电话：0898—88263849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7年11月

23日00:00－2017年11月23日06:00进行计费系统升

级优化，升级期间系统暂停使用，将影响缴费充值、停复

机、报停报开机、话费查询、详单查询、费用提醒、发票推

送打印、号卡激活等服务。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客户服务热线10000、QQ客服8000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秀执字第692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
被执行人秦栏青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5）秀民二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
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被执行人秦
栏青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滨海东路56号海怡豪园2号楼（怡景居）
第18层18C房产（证号：HK080969）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标
的物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12月6日下午3:00在我司拍卖厅以

网络（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http://pm.caa123.org.cn)和现场同步对
以下标的公开拍卖：1.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宏华农贸市场3919.65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框架结构2693.34平方
米、铁皮棚253.76平方米），参考价：777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
元。2.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力秀路邦溪镇中心学校综合楼五、六
层15套房产,建筑面积均为63.14平方米，参考价：10.1万元/套,整体
拍卖优先，竞买保证金:3万元/套。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12月4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5日下午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13807653966
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1、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
上递增6%，租赁期限为5年。原承租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优先承
租权，该优先承租权的行使方法及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
交易所网站公告。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
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

2、公告期：2017年11月20日至2017年12月4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
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
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20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11HN0188

受委托，分别公开整体招租：1、南海大道92号地震观测站三层
铺面；2、解放西路17-1号城建档案馆1-6层房屋；3、龙华路29号
龙华商城D栋103房和104房，具体详见下表：

编号

1

2

3

项目名称

南海大道 92 号
地震观测站三层
铺面

解放西路 17-1
号城建档案馆
1-6层房屋

龙华路 29 号龙
华商城D栋103
房和104房

招租面积（m2）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合计

1348.26

226.38

321.56

165.18

391.30

878.04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389592

714576

28032

保证金
（万元）

11

21

1.3

五指山市创新方法确保市民看当日报

增加市区阅报栏
及时更新党报党刊

本报五指山11月19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
员李婧）近日，五指山市召开2018年度党报党刊
征订工作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在做好征订工作的
同时，增加市区阅报栏，确保市民看当日报。

会议要求，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党报
党刊相较新媒体信息更真实、全面、系统，是学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最佳平
台。五指山市委宣传部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通力合作；明确征订对象和标
准，保证渠道通畅，扩大覆盖范围；要根据省委办
公厅要求，订阅指定党报党刊品类，严禁搭车摊
派，确保2018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工作落实到位；
五指山市邮政部门要创新方式方法，确保市民能
看到当日党报，各地要增设阅报栏，并及时更新党
报党刊；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积极阅读党报党刊
的良好习惯，带头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保亭发动企业和个人积极订阅

抓好零售工作
扩大党报党刊覆盖面

本报保城11月19日电（记者贾磊 特约记
者黄青文 通讯员黄立明）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召开2018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会议，对党
报党刊征订作出相关部署和要求。

会议要求，保亭县委宣传、组织部门要在工作
中切实起到指导监督的作用，及时了解党报党刊
发行征订情况，对征订工作落后的单位要加强指
导督促，确保完成好征订任务。保亭县委宣传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各部门必须按照指令性计
划，严格落实党报党刊征订责任。

会议要求，各职能部门要带头做好党报党刊的
征订工作，广泛发动景区、酒店、个体工商户、企业等
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订阅。各乡镇政府要扩大征订
范围，把重点党报订到各自然村。要充分利用社会
资源，开展“赠党报，送温暖”活动，进行文化扶贫。

同时，会议要求保亭财政部门要做好经费保
障，采取财政划拨、集订分送的方式，同全省保持
一致；邮政部门要优化作业流程，提高投递质量，
对党报党刊要采取优先投递，确保党报党刊及时
准确地送到订户手中。同时也要抓好报刊零售工
作，最大限度挖掘零售市场潜力，扩大党报党刊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村民出钱出力出点子，让村子一石一水成美景，一草一木有文章

文昌大庙村：美丽乡村别样裁

“以前，我们这里只是海文高速路
边的一个普通自然村，相信很快就会
成为受游客青睐的美丽乡村了。”11
月 17日上午，在文昌市潭牛镇大庙
村，55岁的村民符茂潭谈起大庙村今
年的变化，一脸骄傲。今年5月，大庙
村着手建设美丽乡村，在建设的过程
中，村民热情高涨，不仅出钱、出力，还
为村庄建设规划出点子。

小径通竹林，河流环村走，百年的
老树立在村庄后。走在大庙村内，美
丽的自然景观让人心情愉悦，村里一
些小景观让人眼前一亮——废弃的轮
胎被改造成一个个造型不一的茶壶，
摆放在环村路旁，让原本普通的乡村
路多了一道别致景观；掉落的槟榔树

叶，被农户搭在围栏网上，一排排有着
乡村韵味的篱笆就显现在人们眼前；在
村貌改造过程中，被砍下的椰子树也是
宝贝，有的成了村前景观河上的便桥，
有的则被改造成精致的洗手池……

“用椰子树做洗手池和便桥，这个
主意是我出的。”符茂潭告诉记者，村民
为将村庄建得更美丽，出了不少点子。
这条总长约1公里的小河沟，之前是臭
水沟，堆满了村民们乱扔的垃圾。开始
建设美丽乡村后，村民们首先想的就是
把河沟的垃圾全部清运走。就在清运
工程结束的第二天，潭牛镇镇政府干部
带着规划草图来到村中，和村民商议美
丽乡村建设事宜。村民就提议，这条河
沟可以改造成景观河。

“原准备在垃圾清运走后，我们再
填土栽种花草。”潭牛镇党委副书记陈
开发说，镇政府很快采纳了村民的意
见，并修改了施工方案，将原本用来加
固堤坝的大石头，随意摆放在河沟中，
并在堤坝上种上本地草种加以美化。
改造村口休闲广场时，部分椰子树被
砍掉。施工队准备运走椰子树时，村
民韩玉泽找到陈开发，向他介绍椰子
树的特性和作用，并说可让村民出点
子，好好利用被砍掉椰子树，这才有了
后来的椰子树洗手盆和便桥。

陈开发介绍称，在建设过程中，除
了出点子，村民还自发出力、出钱。在
今年修建环村路的过程中，村民筹资
12万元用于建设，家里有劳力的义务

出工。符茂潭会做木雕，他不仅免费
为村里设计了一个根雕，而且还在村
口雕了一个茶台。

如今，大庙村的农家乐已经建好，
精品民宿也正在建设中。村中的槟榔
林，将建成养鸡场，方便前来游玩的游客
购买。而村民聚居点后的一片树林，目
前正在清理，村民运来了数百个废弃的
轮胎，计划在树林下建一个儿童游乐场。

根据规划，大庙村还将充分利用
好村中的竹园，将大庙村打造成以竹
文化为主题的美丽乡村。依据功能结
构，大庙村美丽乡村建设将分为8个
部分，分别是民居生活景观区、民居博
物馆游览区、村民休闲活动区、农家乐
体验区、文化室活动区、儿童娱乐区、
田园风光体验区和琼北民居文化观赏
园。预计今年12月，村内环村路、文
化室及周边设施、村口标识、田园景区
等将全部完工。

据陈开发介绍，在大庙村美丽乡村
建设的前期，大庙村还将充分利用村口
靠近高速公路的田洋做文章，打造彩色
田洋，不仅要让其成为游客乡村漫步的
好去处，而且让其成为大庙村美丽乡村
的免费广告牌。同时，潭牛镇政府已经
着手流转该村部分农村集体土地，吸引
大企业到村中开发建设新农村。

“大庙村精品民宿将邀请著名网
红设计师设计，然后再交由专业的运
营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陈开发说，
在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充分尊重村民
的意见，而且要让村民在美丽乡村建
成后收益，比如精品民宿、农家乐等要
让村民参与其中。预计明年6月，一
个美丽的大庙村将出现在游客眼前。

（本报文城11月19日电）

11月17日，夕阳下的文昌潭牛镇大庙村格外美丽。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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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庙村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
拥有较成熟的产业基础，该村村民形
成了以饲养文昌鸡，种植槟榔、椰子
和冬季瓜菜等为主的产业收入链条

大庙村美丽乡村将把养生、休闲、
娱乐等作为打造亮点

制图/张昕

人口共计11户，56人
辖区面积约0.25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166.22亩

景观林面积66亩

位于海文高速路潭牛镇入口处
距海口40公里

距文城镇约9公里
距潭牛墟约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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