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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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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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南鑫网在线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代码为 4600171320 的海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14张。其中:开具给海
口肤康医院(普通合伙)10 张，票
号:24328851∽24328860。开具给
海南国爱近视治疗中心有限公司
的1张，票号:24293913;开具给海
南鑫艺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的3张，票号:24328757、24328758、
24328609。遗失代码为4600163130
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3张，开给
共享钢构有限责任公司的1张，票
号:08071184;开给海口琼山凯丰
达办公家具加工厂的1张，票号:
08671624;开给三亚恒居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1张，票号:
08071202，特此声明。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杨泽夫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

第3861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

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东海

路西侧，土地面积为145.14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经实地调

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符何荣，南

至符浪，西至糖烟酒公司，北至糖

烟酒公司。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

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

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

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东方市国

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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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庆轩阁餐饮文化管理有限

公 司 ， 税 务 登 记 号:

460100095492692，不慎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富翔种养专业合作社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为

469001NA000199X，声明作废。

▲杨惠钧遗失海南苏宁易购电视

发票一份，发票号：00401640，声

明作废。

▲张丽娜遗失海南雅航旅游置业

有限公司三期1号楼508号房编

号为雅航0019964,雅航0019963

收据两张，声明作废。

▲甘英文于2018年10月23日不

慎遗失本人身份证，证件号:

46002519900710451X,特此声明。

▲王淑敏遗失儋州信恒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海花岛联销项

目收款专用收据一张，票据号:

HHD2032737，金额:40577元，现

特此声明作废。

广告

注销公告
海口极速风同城快递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五指山富翔种养专业合作社，拟向
海南省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之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
关手续。

注销公告
五指山黎山绿种养专业合作社，拟
向海南省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
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
海南正达交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拟向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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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赵圣坤有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0129号]
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东方市八所镇东港路（天
桥底下），土地面积为120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
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刘春田，南
至东港路，西至刘海勇，北至小巷
道。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
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
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
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
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国土资
源局 2018年11月5日

注销公告
海南祥福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1MA5RCW871N）拟向海
南省五指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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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峰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为：46010219920716215X,特

此声明。

▲海南恒誉舞台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各1本，证

号：460100798706757，声明作废。

▲韩冰不慎遗失由海南陵水富力

湾开发有限公司开出的H2-2-

1003定金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2015528，金额:100000 元，特此

声明作废。

▲张恕生不慎遗失澄迈县金手指

四季花城·高尔夫温泉公寓 15-

1010房的房屋契税缴款收据，收

据单号：0065986、金额：1845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甘蔗场

知青协会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证号：J6410011756201，账

号:2201026409026483827，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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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建筑公司
有建筑市政公路水利机电等。干

净无纠纷，电话：13876803551

购买工业用地·购买股权
求购老城工业区工业用地30亩；

及求购买(转让的股权）

联系电话13005096553

独栋楼房出租出售
该项目位于五指山市区北侧，番茅

路以西，交通便利。总占地面积

1600m2，建筑面积 1961m2，共七

层，带电梯，整体户型规整、视野开

阔，周边环境优美。有意者请联系

于先生，电话：13611294286

转让
新大洲大道颐和美景温泉花园临

街八层酒店楼4300平米七栋别墅

2900平米转让18589649278。

体验黎族“庆丰收、吃新米”民俗文化

白沙“啦奥门”丰收节邀您来
本报牙叉11月4日电（记者曾

毓慧）“山兰稻熟了！”11月初，在白
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放眼漫山遍野
间，一片又一片金灿灿的稻浪此起彼
伏，山兰稻又迎来了一年好收成。

尤为让人期待的是，2018白沙
“啦奥门”丰收节将于11月10日至
11日举行，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民宗委、省扶贫办支持，白沙黎族
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和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以
及中央12号文件精神，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深刻领会《中共海南省
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全力谋划白
沙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白沙脱
贫攻坚战。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啦奥门”
在黎语里是“庆丰收、吃新米”的意
思，是黎族先祖在长期的农耕生产
中创造出来的山兰稻作文化，含有
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生活习
俗等，已经成为黎族人民一项宝贵
的文化遗产。

据透露，今年白沙“啦奥门”丰收
节活动内容丰富，设有白沙“啦奥门”
丰收节启动仪式暨丰收形象大使评
选总决赛，白沙青松乡山兰丰收体
验，白沙七坊红心橙、邦溪百香果采
摘及美食体验等系列活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白沙
“啦奥门”丰收节开幕当天，还将举办

海南山兰文化研讨会。届时，来自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海南大学的学者以及山兰种植、
生产、流通等领域的企业代表等将齐
聚一堂，围绕“海南山兰产业发展与
脱贫攻坚”为主题，共同描绘白沙乡
村振兴蓝图。

天赐良地，一米穿越了千百年，
也书写了属于黎族的农耕历史。

据悉，自2017年白沙首次启动
“啦奥门”丰收节以来，在白沙县委、
县政府的重视下，在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全媒体阵容的大力推介下，白沙山
兰稻品牌效应逐日凸显，有力提升了
白沙民族活动的文化影响力，“啦奥
门”已成功申报白沙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目前，山兰米价格持续走俏，市

场行情十分看好，也有力帮扶白沙更
多的贫困户和农户拓宽了产业致富
的新路子，实现增产又增收。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2018年是
“啦奥门”品牌活动定型成势的一年，
为此，白沙县委、县政府今年再次携
手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手打造“啦
奥门”省级品牌活动，将活动会场扩
展至青松乡、七坊镇、邦溪镇三个乡

镇，并根据各个乡镇的优势产业特
色，力推青松乡山兰稻、七坊镇红心
橙、邦溪百香果互动体验活动。在规
格、规模、时间跨度、形象提升、文化
挖掘包装等方面升级“啦奥门”丰收
节，全面生动呈现白沙黎族丰收文化
的故事。在此，也诚邀各地宾客前来
白沙尽享黎族“啦奥门”丰收节的风
情与乐趣。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一路美丽到白沙，这里是海南生
态核心区，这里孕育着山地特有的旱
稻山兰稻。

“白沙生态环境没得挑，种出来
的山兰稻都是原生态粮食，品质更是
没得挑！”山坡上、梯田间，看着一串
串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稻杆，海南省
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效
宁显得信心十足。

3年时间，暑去寒来，省农科院
山兰稻技术团队也记不清曾经多少
次奔波在白沙的山坡上、田埂间，一
遍又一遍地指导当地农技人员以及
种植户。目前，白沙山兰稻种植面积
也从 2016 年的不足千亩，增长至
2018年的4600亩。

据介绍，目前，省内仅有白沙、
五指山、琼中、保亭、乐东等地有种
植山兰稻，经初步统计，截至今年
底，全省山兰稻种植面积约有8000
亩，而白沙种植面积占全省半数。

更让人感到振奋的是，除原有山
兰红、山兰糯、山兰香、山兰黑糯等6
个品种外，今年，白沙青松乡首次试

种300亩山栏陆1号高产品种，结果
迎来了不错的收成。

今年10月25日，在省农科院、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牵线帮扶下，海
南恒达伟实业有限公司一行专程赶
赴青松村，签约交付10万元订金，认
购5万公斤山兰稻。

据白沙青松兴民种养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林优坚介绍，此次签约的

5万公斤订单，优先向青松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为
14元。

按照白沙山兰稻扶贫产业规划，
未来一两年，省农科院粮作所将继续
在白沙青松乡推广山栏陆1号高产
品种至上千亩，以帮扶当地更多的贫
困户及农户实现增产又增收。

（本报牙叉11月4日电）

白沙山兰稻种植面积达4600亩

生态核心区 孕育原生态山兰米

省反诈骗中心发布“双十一”预警：

小心网络购物诈骗陷阱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宇）“商品大促销！”“购物大狂欢！”“花最少的钱买
最心仪的商品”……“双十一”要到了！有人幸福
到失去了理智，准备大买特买。此时很容易被骗
子趁虚而入。海南省反电信诈骗中心今天发布

“双十一”购物预警，提醒大家擦亮双眼识别骗术！

套路一
预售购物点击链接带病毒

近日，市民林小姐手机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
来的短信。“11·11提前购、剁手价、包邮”等字眼
映入眼帘。林小姐想都没想便点了短信里的链
接。手机界面跳转后，卡在空白页就不动了。林
小姐以为手机出了故障，就关机重启。手机开机
后，接连几条银行短信轰炸，让她顿时傻了眼。

就在她关机期间，银行卡里被转走3笔钱，共计
3000元。原来，林小姐点击的是木马链接，病毒迅
速侵入手机，盗获其绑定在购物平台的银行账户。

套路二
免费购物 分期全额返还

近日，市民王女士无意中听朋友说起，“双十
一”期间，微信上有个叫“E豪购”的购物平台。在
该平台上买东西，付钱得到商品后，隔一段时间，
这笔钱会分期全额返还。刚开始，王女士也是半
信半疑，但朋友说自己亲身体验过，并了解到该平
台返还购物款的时间会根据金额大小有所区别，
花的钱越多返还的时间越长，当然“免费”买到的
商品价值也越高。

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王女士花了50元钱在
这个平台购买了一个吹风机。令她意外的是，她不
仅收到了吹风机，15天的时限一到，50元钱也果真
返还了。王女士得知，如果介绍他人到这个平台消
费，自己还能获得相应的“提成”。于是，王女士除
自己在“E豪购”、“购品会”、“百丽佳”等微信购物
平台上大量购买商品，还纷纷向亲友介绍推荐。

不少人也和王女士一样，刚开始半信半疑，但
同样，在很快尝到“甜头”后信以为真。就在王女
士等人投入购物的资金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微
信购物平台一夜之间突然关闭。

“不仅要买的商品没有寄过来，存进去一万块
钱也不知道向谁去要。”王女士这才如梦初醒，发
现自己很可能上当受骗了。

套路三
恭喜您成为天猫铂金会员

市民王先生近日接到自称是天猫客服打来的电
话，恭喜王先生申请的铂金会员已经通过，以后购买
天猫商城所有的商品，都可以享受7-9折的优惠。对
方又说，按照公司规定，铂金会员需要每月交500元
的会员费，一年是6000元。无论是否购物，会员费都
是需要交的，如果不交，会从王先生的账户扣除。

王先生称自己并没有申请铂金会员。客服称
帮王先生查下，随后说是其他客服搞错了，但王先
生要取消会员资格，要向银联方面核实身份，得到
银行授权才能完成取消。

随后，王先生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联电话打过
去，对方让王先生提供支付宝、微信、银行账号和验
证码……随后，王先生账户里的3万元被转空了。

为了适应市场，“双十一”期间，很多商家打出
了“不熬夜，抢先购”的噱头，很多骗子正是借这一
时机，以“预售”、“提前购”为诱饵，向用户发送网
站订购链接，其实，这些链接已被植入了木马，或
为虚假的钓鱼网站。市民购物时，一定要选择正
规的购物网站，不要通过微信、QQ等方式直接转
账，因为对方一旦拉黑你，个人权益将无法得到保
障！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链接不点击！
陌生二维码不扫描！让我们牢记套路！远离诈骗
陷阱！

2018白沙“啦奥门”丰收节活动日程安排

青松乡的山兰稻熟了。 本版照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中心摄影记者刘洋提供

村民在收割成熟的山兰稻。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

（一）海南山兰文化研讨会

时间：2018年11月10日10：00—12：30
地点：七坊镇圣哒哒湖畔公园接待中心
主题：海南山兰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

（二）白沙啦奥门丰收节系列活动

（3）邦溪百香果
丰收采摘活动

时间：2018 年
11 月 10 日（周六）
15：00—17：30

地点：白 沙 邦
溪镇百香果园

（1）特色美食
展销

时 间 ：2018
年 11 月 10 日 —
11日。

地点：七 坊
镇湿地公园

（2）红心橙采摘
体验

时间：2018 年 11
月 10 日（周 六）15：
00—17：30

地点：七坊镇红
心橙园

（三）白沙“啦奥门”丰收节启动仪式暨丰收形象大使总决赛

时间：2018年11月10日（周六）19：00—21：00
地点：七坊镇湿地公园

（四）白沙青松啦奥门山兰丰收活动

时间：2018年11月11日（周日）
地点：青松乡

（1）山兰丰收祈福仪式
时间：9：30—10：00
地点：青松乡拥处村大榕树
（2）山兰收割演绎及收割体验活动
时间：10：00—12：00
地点：青松乡拥处村

（3）青松乡特色互动体验
时间：12：00—13：00
地点：青松乡拥处村
（4）山兰丰收美食街
时间：12：00—14：00
地点：青松乡拥处村
（5）青松丰收农家宴
时间：12：00—14：00
地点：青松乡拥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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