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白沙新视野 2018年10月28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陈海冰A04

供 求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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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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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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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郭洋不慎遗失初级会计职称资

格证书，编号：1631015201598，特

此声明。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已填开的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及抵扣联）一份，发票代

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

05950489，已盖发票章，声明作

废。

▲潘正溪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体土地使用证，编号：文集用

（2011）第009155号，特此声明。

▲陈琼霖遗失海南农垦卫生学校

医士专业毕业证书，证号：97111，

声明作废。

▲洪磊不慎将居民身份证遗失，证

号为：46002719870205062X，特

此声明。

通知
海口凯利盛开发有限公司、冠群投

资有限公司、康乐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三村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天津

中永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请于2018年12月22日前与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王

小姐联系13519821821

废除合作协议声明
我方（甲方）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

新谭村民委员会卜敢村民小组（原

美统老村）与乙方（李纪）关于签订

合作我方美统老村土地协议，现因

乙方不履行合作投资，违反合作协

议第三条，第四条二项协议，且乙

方已于2018年10月4日给我方做

出了签名画押作废此合同，因此，

自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

期间所签订一切协议作废，无效。

自见报日起10日内如有异议，请

与我方联系，电话：13518812266，

林志文，逾期视为无异议。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新谭村民委

员会卜敢村民小组

2018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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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秀英丰城门窗加工部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副 本 ，证 号 ：

460105600114348，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诺鸿生物商行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4262901，声明作废。

▲倪世宁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

号码：03492171，声明作废。

▲海南元弘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公

章和合同专用章磨损，声明作废。

▲蒋新南遗失澄迈老城后海温泉

小镇G5栋807房购房合同，编号：

CML000047159，声明作废。

▲海南海龙鹏汽车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两

张，开票日期：2017-12-05，发票

代 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

03043758，发 票 金 额 ：515000

元；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

号 码 ：03043759，发 票 金 额 ：

515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车驶天下汽车信息平台服

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南滨支行，账号：

2201075909100008908，核准号：

J6410030471901，声明作废。

▲中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代

码:4600163160, 号 码:

00476634，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水产局新盈港水厂遗失

税务登记证，纳税人识别号:

460028428663139现声明作废。

▲皇桐镇头文村委会和道村民小

组遗失临高农商银行皇桐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

6410021797901，现声明作废。

▲张波遗失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

书，证号：118101201005001170，

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绝椒餐饮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7MA5T1TMFXP，声 明

作废。

市中心新装写字楼特价租售
售1.2/m2租50/m2热线66662288

广告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5 年 8 月 16
日早上在三亚市
金鸡岭社区东边
小公园路边捡拾
男性弃婴一名，
刚出生不久，身
体健康，随身携

带一条棕色被子。请孩子的亲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
务局联系。联系电话：0898-
88719428。联系地址：三亚市吉
阳区迎宾路483号吉阳区人民政
府127办公室。即日起60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
务局 2018年10月26日

注销公告
琼海唯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2MA5RJ9BJ40）拟向琼

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竹韵阁酒店有限公司拟向三

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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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万腾酷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零度空间餐饮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HTJ23）拟 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路新来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2017年7月25号开具的

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1份，中国海

南海花岛2号岛254栋1108号房，

收据编号：HHD4061107 ，金额：

70932元，特此声明作废。

▲袁名涛遗失在龙凤花园购买3

栋 301 房 购 房 发 票 ，票 号 ：

04326498金额：246000元，声明

作废。

▲海南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两本（2-1、2-

2），证号:460000000227637，声

明作废。

▲范晓华遗失海口绿地五源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化城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3017956，金

额716173元，声明作废。

▲海南四季青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0 0000 0081 145，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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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澄迈县50亩土地
转让澄迈县金江镇水库边上一处
50亩土地（其中包含已挖约18亩
鱼塘）离县城9公里，交通方便、水
源丰富、水电路三通（水泥硬化路）
剩余34年。联系人：王先生，电
话：15607556768

本报牙叉10月27日电（记者曾毓慧）有一
种举牌叫爱心。每一次举牌竞价，都是爱心暖流
在传递，也都是在为消费扶贫加油。

10月 27日上午，在2018白沙黎族自治县
“互联网+爱心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竞拍环
节，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精心准备了9件特色优
质扶贫产品进行拍卖竞拍，每次加价 10元至
1000元不等，价高者得。第一件竞拍产品是牛骨
发簪，它是用南开乡本地牛骨头精心雕制而成的，
既美观又实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符明庄是
发簪的制作人，最初也是南开乡的一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通过家族传承及自学成为制作发簪文
化传承人，至今已经带动3名贫困群众实现脱
贫。这件牛骨发簪起拍价为100元，刚一竞拍就
引得爱心企业及市民频频举牌，经过十多个回合
较量，最终拍出了610元的价格。

青松乡野生灵芝、细水乡山茶油……当一件
又一件的特色优质扶贫产品摆上台进行竞拍时，
台下的多名竞拍者锲而不舍地举牌、竞价的声音
也一轮比一轮响亮，现场不时发出欢笑声、鼓掌
声，也将竞拍气氛不断推向高潮。其中，尤为让
人关注的竞拍产品当属一只养了 3年的果子
狸。据介绍，该果子狸是由白沙陈富养殖专业合
作社提供的，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已经吸收百余
户贫困户共计600多人入社，养有大约4000只
果子狸，每只养足两三年的果子狸市场售价为千
余元，预计今年人均分红将达到上千元。当天，
这只果子狸的起拍价为2600元，刚开始竞拍时，
每轮加价仅为一两百元，但随着竞价“白热化”，
有些“心急”的企业以及市民就将每轮加价增至
500至1000元。经过至少20个回合的竞价，最
终，位于牙叉镇的鸿亮川菜馆店主赵亮以9900
元成功拍得。“一是响应白沙的爱心扶贫消费活
动，二是我的餐馆也想尝试着制作果子狸风味菜
肴，也能带动更多的人以日常的消费行为参与扶
贫行动！”赵亮笑着说。

“起拍价是8800元，竞拍者请举牌！”当天竞
拍的最后一件扶贫产品是来自于七坊镇的花梨木
吉祥蜥蜴木雕，这是七坊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马亚
贵制作的，这件木雕由整根花梨树的树心雕刻而
成，花纹美丽、色泽柔和，这也是当天起拍价最高
的一件扶贫产品。场下的60号首次出价1万元，
旁边的59号见状立即竞价1.1万元，但60号势在
必得，果断地“大手笔”竞价为1.88万元，马上就
拿下这件“宝贝”。

“不能单纯从材质、工艺来考量这件产品的价
值，我觉得贫困户的脱贫志气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自力更生学得一门好技艺的精神是无价的。”该竞
拍者是中合集团总裁李红勋，多年来一直积极参
与白沙教育、扶贫等公益事业。

白沙黎族自治县“互联网+爱心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举行

24家爱心企业认购213万元扶贫产品
本报牙叉 10月 27日电 （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消费有情，
爱心无价。10 月 27 日，2018 白沙
黎族自治县“互联网+爱心消费扶
贫”农副产品展销会在该县文化公
园举行。

此次展销会以“爱心消费扶贫，我
参与，我光荣”为主题，由白沙牙叉镇、
七坊镇、邦溪镇、打安镇、细水乡、元门
乡、南开乡、阜龙乡、青松乡、金波乡、
荣邦乡11个乡镇召集精准扶贫对象、
乡镇所属合作社、电商及帮扶企业、知
名商家等组团参展，设有粮食作物类、

油料作物类、热带经济作物瓜菜类、经
济养殖动物类、淡水产养殖类、农副产
品类、当地土特产类、旅游民宿类和手
工艺品类等展区。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销
会上既有平时市场上少见的豪猪、
海狸鼠、果子狸等特色养殖产品，也
有牛大力、益智、灵芝等具有保健功
效的农特产品，引得不少市民踊跃
洽谈选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
了实现帮扶长效化，在每个展销展
位前，活动主办方还详细标注了该
扶贫产品具体来源，以及该贫困户

目前产业的发展情况，并留有电话
号码，以便更多的爱心企业与市民
对接帮扶。

当天上午，在活动现场，共有5家
爱心企业与各乡镇多家合作社签约爱
心认购协议，其中，海南恒达伟实业有
限公司协议认购金额为70万元、北京
中合融富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协议
认购金额为50万元、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协议认购金额为27
万元、白沙富涵实业有限公司协议认
购金额为20万元、白沙华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协议认购金额为 18 万

元。据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当天下午活动结束时，共有
24家企业积极参与此次爱心消费扶
贫认购，认购总金额达213万元，众多
爱心市民消费扶贫的金额还待进一步
统计中。

据了解，自 10月 27日起，白沙
分批将辖区贫困户的农副产品入驻
海南爱心扶贫网、海南百美网、白沙
消费扶贫体验馆、白沙消费扶贫商
城等网络平台销售。此外，即日起，
白沙凤凰城综合市场长期设置爱心
消费扶贫摊点，长期销售贫困户农

副产品。
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活动旨在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开展爱心消费扶贫的号
召，为全县贫困群众架设起消费扶贫
供需对接的桥梁，汇聚全县爱心，调
动全县力量，帮助白沙贫困群众增产
增收，实现全面精准扶贫。白沙脱贫
攻坚指挥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及
爱心企业、市民要积极行动起来，争
做消费扶贫达人，争做爱心帮扶先
锋，争做爱心扶贫代言人，传播消费
扶贫正能量。

白沙9件特色优质扶贫产品拍出暖心价码

每一次加价
都是为爱心加油

⬆ 2018白沙黎族自治县“互联网+爱心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竞拍环节，企业以及市民踊跃举牌竞拍。 特约记者 吴峰 摄
➡ 2018白沙黎族自治县“互联网+爱心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现场，市民竞相选购扶贫产品。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公益诉讼发力 守护蓝天白云
◀上接A01版

发现情况后，永兴检察室主任黄展
健立即拿起电话，将情况反馈给当地有
关部门。很快，东山镇农技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黄恒清就带着执法队伍赶到现
场，组织人员进行灭火，“我们成立了专
门的巡查队伍，接到检察官电话，就会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陈大姐，这秸秆是不能随便焚烧
的，坏处大得很。不仅会使周边空气遭
到严重污染，焚烧产生的明火如果不及
时扑灭也容易发生火灾，给周边居民和
植被埋下安全隐患。”大家一起灭完火
后，黄展健还对陈秀姑进行了普法教育。

在检察系统，这样的案例还有许

多。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针对
辖区部分区域有村民种植水稻、甘蔗的
情况，组织干警利用无人机进行了“地毯
式”重点排查。在三都路口、旧州变电站
附近、颜村、棠柏村等4处区域均发现村
民零星焚烧水稻秸秆、甘蔗秆现象。针
对发现的情况，该院干警立即与三都办
事处综合执法大队联系，执法人员赶到
现场制止了焚烧秸秆的行为，并对村民
进行说服教育。

“海南共有稻田面积约236万亩，

焚烧水稻秸秆对空气质量、生态环境
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危害和威胁。”省
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表示，要充分发
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作用，通过
办理一批焚烧秸秆公益诉讼典型案
件，让“露天焚烧秸秆违法，综合利用
利国利民”理念家喻户晓。同时，全省
检察机关要建立与相关职能部门的信
息互通机制，及时将收集的信息线索
通报相关部门，引导相关部门迅速开
展打击治理。

无人机+大数据，“地毯式”
排查各类污染源

据统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检
察机关使用无人机开展“网格化”“地毯
式”排查81架次，共发现焚烧水稻秸秆、
烟熏槟榔等严重污染空气质量违法行为
111处，收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线索94
件，据此立案24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
依法处理63件，建立长效机制3项。

当前，全省已进入秋季焚烧秸秆和
加工槟榔的高峰期。为最大限度发挥

“无人机+大数据”公益诉讼线索收集模
式效能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省检察院
决定公益诉讼“净空行动”专项整治工作
持续开展两个月时间。其间，将查办一
批案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整治一批突
出问题、完善一批工作机制、进行一系列
专项检查、开展一系列专项宣传。

省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
按照“一盘棋”的工作思路，合理调配

划分好排查范围，认真制定“网格化”
排查计划，及时开展日常排查，确保
本次专项行动对辖区全域焚烧秸秆、
垃圾，烟熏槟榔等突出问题完成“地
毯式”排查。

“针对排查出来的公益诉讼线索和
问题隐患，各级院要按照公益诉讼‘三
多一精’理念和‘及时发现、迅速处理’
的原则，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强化执法监
管、依法快速查处，切实从源头上防控
杜绝严重污染空气环境质量的违法行
为，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质的
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服务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路志强表示。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