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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拍 卖

遗失声明
五指山普洛蒂亚农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注册号:469001000009904，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本，
税务登记证国税正副本各一本，地
税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税 字 号 为
460001056359039，声明作废。
▲李旭不慎遗失海南恒大棋子湾
海湾明珠项目开具的专用收据1
张，编号：HN0104283.特此声明
作废。
▲柯技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
药 师 注 册 证 ，注 册 证 编 号 ：
462217900401，声明作废。
▲三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5 张，发票号：
09680318、 09680319、
09680320、 09680321、
09680322，特此声明。
▲陈积平遗失毕业证书，证号：
119995201406000014，特 此 声
明。

声 明
本公司于2017年6月6日发出的
《离职通报》侵犯了王杰、李少华、
蔡业翔、陈立的名誉权，造成负面
影响。在此，本公司特向王杰、李
少华、蔡业翔、陈立表示诚挚的歉
意。特此声明。海南洋浦共好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2018年3月27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海口龙华雨林谷土窑山庄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51222219750809631801,声明作
废。
▲定安县公安局定城派出所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7749804；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Q3246902100774980X，
声明作废。
▲琼海市食品公司温泉肉联厂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晔嵘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CD9P33，声 明
作废。
▲庄丽琰不慎遗失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的合同，编号：FA·
XHA 0000107、 FA · XHA
0000108；现声明作废。
▲刘静不慎遗失乐东西海岸实业
有限公司房款收据碧海花园2#B
207房 票据编号为：0000737金
额10000元，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儋州八一瑞海石灰厂拟向儋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45天到我
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2018年4月8日股东会
决议，儋州佳地养殖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238万元）拟派生分立出海
南郭氏种养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原公司继续保存，注册
资本变更为138万元。分立后原
公司的股东及投资比例保持不变，
分立前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
司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本公司债权人有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并以书面形
式函告本公司。地址：海南省儋州
市那大中兴大街11号，联系人：郭
开寿，电话：0898-23310911。

儋州佳地养殖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4日

寻求优质地产项目
大型房企寻求全岛优质地产
项目转让，合作等方式均可。
联系人：卢先生18089803733

招租
工厂、办公、仓储，配套齐全，交通
便利。老城开发区 13907592814

注销公告
海南一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665119428K）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45天内前
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金鹏龟瑞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拟向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到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中联龟瑞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拟向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到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门镇农业服务中心遗
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纺一社会信
用代码：124688356989149385，
声明作废。
▲许粤江遗失座落于抱罗镇抱罗
村委会锦箩村的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集用（2010）第 061212号，
声明作废。
▲王战军遗失金宇花苑A栋八单元
624、625房购房合同书，声明作废。
▲丛中笑遗失海南中海华宜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的海南省白沙
县邦溪镇龙腾嘉园小区9#-1004
号房定购协议一份及叁万元定金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9013842，现
声明作废。
▲三亚丰光五金综合商行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460202600188570，声明作废。
▲林峰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6198508255216, 声 明 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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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5338978956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五指山 186898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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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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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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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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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蒋瑛遗失海南雅航旅游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三期洋房1幢905
购房收据，编号：雅航0011863，金
额：293559 元; 雅航 0011862 ，
金额：50000 元。声明作废。
▲曾义不慎遗失海南新隆基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省销售
不动产专用发票3张，发票代码：
246000490411，发 票 号 码 ：
00438052、 00472045、
00287255，特此声明。
▲蒋为民先生遗失海南雅航旅游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一期洋房1
幢2单元2005号房收据，遗失收
据编号：雅航0001101，特此声明
作废。
▲林玉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6198510073163，声明作废
▲海南雅新居房地产经纪服务有
限公司儋州分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03MA5T3AM49X）遗失
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发
票代码：4600163160，发票号码：
00470522，声明作废。

广告

1、项目名称：联投•海棠韵洋房精装修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2、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项目位于三亚市海棠区A8片区A8-05-09地

块
5、工程规模：本次招标为联投•海棠韵花园洋房精装修工

程，包含1#、2#、3#洋房的室内及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可售面积
为17169.82㎡，共208户。

本次招标内容：洋房室内及公共区域的地面铺装、墙面装饰、
天棚吊顶及相应水电安装工程等（具体以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为
准）。

招标控制价：29880862.39元人民币。
计划工期：210日历天。
6、申请人资格要求：
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的国内施工企业，项目

经理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建筑工程
类专业高级职称。

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8年4月15日至4月19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及购
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报名时须由拟委派的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
类专业高级职称的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持身份证到现场报
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件与资料：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项目经理
（建造师注册证、执业资格证、职称证、身份证）、技术负责人（职称
证、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建设工程施工安
全生产许可证、检察院开具的近一年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本项目
拟派的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证明、近3年财务审计报告、业绩证明
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或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证）、中标公示网页网址链接）、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
构人员（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造价
人员）的关键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及身份证、以及以上人员近三个
月（2018年1月-2018年3月）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及个人网上查
询依据，证明中必须有相应人员的身份证号码和社保个人编码。
【以上提交的证明材料应年审合格且在有效期内，须提供原件核
对、并提交逐页盖章的复印件两份，复印件需清晰可辨，内容完整
且与原件一致，所有资料必须整理成册，封面写有“（项目名称）招
标投标报名资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公章）】。

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9、联系人：林先生，电话：0898-88275788

2018年4月15日

招标公告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18年5月5日（周六）下午14:00以现场会议的

形式在海银大厦11楼1103会议室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本
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18年4月15日，即截止2018年4月
15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审
议的议案有：《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7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2017年度经营分析及2018年工作计划报告》、《2017
年财务决算暨2018年财务预算报告》、《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陈日进不再担任我行
董事的议案》共七项议案。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
详细文本（初稿）、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18年4月14
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com，密码：
000601，股东也可联系我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张先生；联
系电话：66516237。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5日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是促进
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
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
讲，着眼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郑
重宣示中国坚持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庄严承诺扩大开放将采取重大举措，为
世界各国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
祉作出了表率，为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揭示了正确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论坛
年会开幕式上宣布的中国扩大开放的

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令人鼓舞振奋，
对世界发出了有利于推进全球化进程
的积极信息”，与会嘉宾的高度评价，
道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

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
得举世瞩目的传奇成就，中国人民之
所以能书写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
诗，开放是前提条件。打开国门搞建
设，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
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
开放的伟大转折。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
带一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
国担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
定器和动力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了中国贡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
强调的：“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
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
条件下进行。”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
宣布了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大幅度放
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
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
口。这四个方面的重大举措，是中国
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是坚
持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贯彻好开放
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新时代扩大开
放再出发，中国致力于发展更高层次
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为的正是进一步壮大我国经济
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通过自身发展
为世界进步贡献力量。推动这些重大
举措尽早尽快落地，必将让开放成果
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
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但综合研判世界
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
时代潮流，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
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
流。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中，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
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成为经

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今天，
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欢迎各国搭乘
中国经济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开放、
发展的成果。“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
列中国方案，目的都在于以实际行动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
层。”面对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只要
我们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增
进合作、化解分歧，中国对外开放一定
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也一定会为
世界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五论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广州4月14日电（记者李
雄鹰）在广州市黄花岗公园内七十二
烈士墓东南侧，有一座民国陆军上将
之墓巍然壮观，墓碑是孙中山先生亲
题，这就是邓仲元墓。清明时节，园内
青松翠柏，相互辉映，蔚为壮观，庄严
的墓碑前，堆放着人们敬献的鲜花。

邓仲元（1886年－1922年），原名
仕元，别名铿，原籍广东梅县，因其父
在广东惠州惠阳淡水经商，从而落户
淡水。邓仲元早年就读于惠阳，后肄
业于崇雅学堂。1905年他19岁时考
入广州将弁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留校，
任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政法学堂体操教
习，不久任代区队长。1907年升任该
校学兵营排长兼代左队队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仲元与陈炯
明等在惠阳淡水首义，继而率兵进攻
惠州，与敌作战，身先士卒，率众击溃
敌军，迫使惠州守敌投降，光复惠
州。任东江第一军参谋长，后改编为
陆军第一混成协，任协统。

1913年邓仲元任琼崖镇守使，
后起兵反袁，与龙济光激战于三水，
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他在日本
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副部长，
旋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密谋在广东
举行起义，并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与朱执信等人在香港、澳门设立指
挥机关，与陈可玉策动陆军团长邓

承昉在饶平起义，另命洪兆麟在惠
州举事，均未成功。

1915年邓仲元奉命赴新加坡筹
募讨袁军费。1916年他任中华革命
党东江司令官，参加讨袁驱龙（济光）
战役，攻博罗、石龙，与广州、惠州、东
莞之敌苦战月余。

1917年11月粤军成立，邓仲元
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1918
年，随陈炯明率军援助福建民军，攻
克闽南20余县。1920年率部回粤，
年底驱逐了盘踞广东的莫荣新。

1921年5月，邓仲元任广州军政

府第一师师长兼总司令部参谋长。
同年夏，击溃犯粤的沈殿英、刘震寰
部。接着，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
担任后方筹饷械的任务。

1922年3月21日，邓仲元亲赴
香港接其老师周善培来广州，傍晚抵
达大沙头广九车站时被人暗杀，经抢
救无效于23日去世，终年36岁。

孙中山痛失良将，追授邓仲元
“陆军上将”，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孙
中山亲题“邓仲元先生之墓”墓碑，胡
汉民撰写“陆军上将邓仲元墓表”。
1929年7月24日国民政府令拟照上
将阵亡例给恤。

广东仲元中学始创于1934年，
是专为纪念邓仲元将军所创办。该
校历来重视继承与发扬仲元精神，每
年清明时节，仲元中学都组织全体高
一年级1000多名学生，到黄花岗烈
士陵园开展祭奠活动，向革命烈士敬
献花圈，鞠躬致意、默哀悼念。仲元
中学校长谭小华说，吊念先烈，可以
让学生更好地铭记革命事迹，学习七
十二烈士及邓仲元将军勇于斗争、刚
正不阿的爱国主义精神。

据悉，为更好地铭记邓仲元将军
的历史故事，广东仲元中学艺术科组
以历史剧为载体，正积极筹备编排历
史剧《仲元之光，那年那月的仲元人》，
预计于5月面向全校师生及大众公演。

图为邓铿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陆军上将”——邓铿

新华社华盛顿4月13日电（记者金旼旼 江
宇娟）美国财政部13日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
告，认为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
势。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美国财政部第
三次作出这一认定。

当天，美国财政部发布针对主要贸易对象的
《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主要贸易伙伴
均未操纵货币汇率，但将中国、日本、德国、韩国、
瑞士、印度6个国家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和
去年10月出台的上一份报告相比，此次印度被新
列入了这份名单。

美国财政部于2016年4月首次设立汇率政
策监测名单，认定标准有三条：该经济体与美国贸
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该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至少为3％；该经济体持续
单边干预汇率市场。

如果一个经济体满足全部三条标准，美国将
会与该经济体进行商谈，并可能出台报复性措施；
而如果只满足其中两条，该经济体将会被纳入汇
率政策监测名单进行密切观察。

不过，在特朗普上任后，如果美国与一个经济
体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例较大，
即便该经济体仅满足上述标准的一条也会被列入
监测名单。

美国财政部再次认定
中国未操纵汇率

新华社广州4月14日电（记者肖
思思 马晓澄）中国科学家首次证实治
疗局部晚期鼻咽癌中，奈达铂可以替代
顺铂同期放化疗，在保证疗效的同时
降低毒副反应，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麦海强教

授团队牵头开展了一项“奈达铂（化疗
药）对比顺铂（化疗药）同期放化疗治
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非劣效、开放的
随机对照III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
显示，奈达铂放化疗方案将为局部晚期
鼻咽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中国科学家发现鼻咽癌等效低毒治疗新方案

4月14日，小朋友们在消防战士指导下进行
消防水枪操作体验。

在4月15日我国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即将来临之前，一批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小朋友
及其家长体验者，走进上海市消防总队闵行支队
七宝中队，参观学习消防知识，了解体验消防装
备，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应急自救能力。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正在西太平洋麦哲伦海山进行科
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综合考察的“科
学”号上，来自中科院海洋所海洋生态
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的潘红苗副研
究员，主要从事趋磁细菌研究。“科学”

号搭载的“发现”号深海机器人从海山
采集的沉积物主要是有孔虫砂，潘红
苗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期待从中搜
寻到趋磁细菌的身影。

（据新华社电）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走进消防中队

在麦哲伦海山搜寻神奇的趋磁细菌

潘红苗在“科学”号实验室工作情景（4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