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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贷 款

遗失声明
海南子震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 914601000825188495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空白票），代
码4600151320，号码08020161-
08020190共30份，声明作废。
▲东方兰鹰石化有限公司政法路
经销售点遗失营业执行照副本，注
册号:91469007MA5RHJNA3L，
现声明作废。
▲琼海云辉野生动物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驯养繁殖许可证副本，证
件编号：琼护驯繁（2012-11）号，
声明作废。
▲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遗失琼海市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项目琼海市建设工程规划临
时许可证，编号：[2013]347，声明
作废。

公 告

遗 失

▲海南茂宏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法人周启丽私章，现声明作废。
▲唐用掌不慎遗失海南众汇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保证金收据原件，收
据号：0001932，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会委员
会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证书编号：
79870138-2，声明作废。
▲海南鑫途顺自驾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三亚雅润南国装饰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552781466P）和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20002096601），声明作废。
▲文昌宝山石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
460005665143284，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66514328-4，声
明作废。
▲孙章芷遗失三亚市翠屏凤凰水
城E区二组团29#103产证费用收
据一张，编号:028254，收据金额:
86450.9元，特此声明作废。
▲何超遗失座落于海口市和平大
道36号海岛春天16L房的房屋国
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编
号：2002002687，声明作废。

广告

注销公告
洋浦和祥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348078714P）拟向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洋浦运通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MA5RC3XR5R）拟 向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广汇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300000011131)拟向儋州市洋

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

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百永百商贸有限公司拟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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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苏平和邹忠海两位员工，由于二位
各自的待岗期和医疗期已过，阳江
分公司已发上岗通知书告知。由
于你们拒绝上岗，已形成旷工，阳
江分公司按照相关程序，已解除与
你们的劳动关系，因联系未果，特
此通知送达。请见报之日起1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阳江分公司2019年1月27日

海南省文昌市公证处公告
本处受理陈颖揆申办继承陈颖深
（TAN JIN MENG，男，一九三八
年九月十四日出生，生前住马来西
亚）名下文昌市东郊镇东街34号
房地产继承权（遗赠）公证。请对
此异议者，自登报日起十五日内持
相关的证据到本处提出相应的权
利主张，逾期，本处将按有关法律
程序办理。
联系人：符永新公证员
电话：0898-63224327

时间：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遗失琼海市2013年廉租住房建设
项目琼海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
可证，编号：[2013]348，声明作废。
▲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遗失琼海市2013年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项目琼海市建设工程规划临
时许可证，编号：[2013]348，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海韵饭店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证 号:
4601001956061841282，声明作
废。
▲儋州腾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建行儋州东风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0536301，
帐 号:46001006237053003792，
声明作废。
▲吴翀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
票号：03060511，金额：384552
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规划设
计院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发票号：26170812，现声
明作废。
▲海南茂宏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9286601， 账 号:
267527526053，开户银行:中国银
行陵水文化路支行，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琼海陶都东建贸易有限公司
（469002000026535)拟向琼海市
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司办理事
宜。

注销公告
海 口 鑫 典 空 间 网 吧（注 册 号
460100000134956）拟向海口市
龙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庙工商
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 45天内来本网吧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洋浦康鑫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075730294E）拟向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洋浦力群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324185259N）拟向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海南金远进出口有限公司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司办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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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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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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依法召
开董事会并通过决议，免去吴建社
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
解聘其总经理职务；选举张振飞为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决定陈秉联
先生为代理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
经营管理工作。即日起，吴建社不
得代表本公司开展活动，由此引起
的后续法律后果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4日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我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2012855246）于 2019
年1月22日下午1点遗失，我公司
将于近期进行补办，补办后将再次
进行声明。在补办期间，任何人不
得使用我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办理相关业务；或利用我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代表我公司开展
经济活动及从事任何与我公司有
关的行为。
特此声明。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4日

大型农场转让或项目合作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8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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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商业总会

庆祝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展销会营业兴隆！
从地头到展会农产品生鲜 成本价品种多消费者满意

地点：五源河体育场 营业时间：1月23-27日 每天9：00-18：00点 1000份礼品幸运惊喜等你来！
展会期间海口市政府支持四条免费公交车专线：秀英区（A入口）乘车点：万达广场；龙华区

（C入口）乘车点：万绿园南门；美兰区（B入口）乘车点：国兴大润发；琼山区（D入口）乘车点：红城湖
公交站；每30分钟发1班车，免费接送市民直通秀英区长滨路五源河农展会现场采购农产品年货。

协办单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第51次会议审议
通过，我委拟公示《文昌门户（文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控制性详细
规划》方案。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
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1月27日至2019年2月25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文昌门户（文昌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1月27日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在白沙举办专场招聘会

48家企业提供
1253个就业岗位

本报牙叉1月26日电（记者陈蔚林）“夜校帮
你找工作——2019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大型
就业脱贫招聘活动”白沙专场招聘会1月26日上
午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举行。48家爱心扶贫企业为
500多名前来应聘的贫困群众提供了1253个就业
岗位，涵盖酒店、餐饮等多个热门行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白沙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就业精准扶贫工作，积极开展

“就业上门”服务，举办现场招聘会13场，帮助贫困
劳动力110人实现稳定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935
个，实现272户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全部稳定就业。

本场招聘会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办公室主办，海南综合频道承办。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欧
英才 李关平 通讯员李骁可）1月26
日上午，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垦广场举
行第二届海南农垦品牌（商标）新闻发
布会暨2019年品牌（扶贫）年货节开
幕式，发布19个品牌（商标），再次推
动一批品质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垦

品牌产品走向市场。
此次发布会主要推介了19个品

牌，旅游类有“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
“海垦母瑞山”“毛公山”“神泉温泉旅游
区”“海南莲花山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
区”等品牌景区及“海垦小灵狗”新能源
汽车；农产品类有“贡布”牌胡椒、“海

垦”牌南海茶、“白沙红”牌红心橙、“乐
光”牌龙眼、“海柚”牌山柚油、“八一总
场”牌铁皮石斛、“昇科”牌鹿角灵芝、

“白马岭”牌百花蜂蜜、“海胶鲡海”牌鳗
鱼、“文鸡起舞”牌文昌鸡、“海岛福猪”
牌黑猪；建材类有“好舒福”牌木材制
品；食品零售业类“海垦优品”牌食品。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思涛表示，海垦将继续大力实施“品
牌强垦区”战略，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规划，科学制定适合海垦企
业实际的、具有独创性和竞争力的农
产品品牌发展规划，将农业品牌建设
纳入集团发展战略规划，同步实施、系

统推进。
在聚焦垦区品牌发展的同时，海

垦还举办2019年品牌（扶贫）年货节，
集中宣传推介销售垦区扶贫产品，助
力消费扶贫，此次年货节集结了全垦
区近百种产品，将持续一周时间，给市
民游客带来一场年货盛宴。

海南农垦第二批19个品牌（商标）发布
2019年品牌（扶贫）年货节开幕，集结近百种产品

■ 本报记者 郭萃

这几天，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贫
困户梁定超的妻子吴美芳非常忙碌，
每天早上7时，她都背着一大包自家
种植的农产品来到2019海南消费扶
贫年货大集销售，下午5时产品卖完
后再返回龙泉镇。

“我要两包红米和一瓶腌酸菜”
“南椰粉多少钱一斤”……1月26日
上午，在位于海口海航文化广场的海
南消费扶贫年货大集现场，吴美芳的

摊位摆满了红米、芝麻、小米和南椰
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咨询购
买。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连口
水都没顾得上喝，手机里的收款提示
音更是响个不停。

从1月24日起，海南消费扶贫
年货大集各展区相继开市，给贫困户
的农产品提供销售平台。“快过年了，
这些农产品特别走俏，借着政府办的
扶贫集市平台，每天带来的东西都很
快就卖光了。”吴美芳笑着说。

经过几次扶贫集市的“历练”，吴

美芳已经成了一位推销能手。“这个
黑豆颗粒大而饱满，南椰粉色泽乳白
有很好的食疗作用，酸菜香脆可口特
别合适配粥吃……所有的产品都是
绿色无污染的。”指着带来的“宝贝”，
吴美芳如数家珍。

在吴美芳忙着销售的同时，梁定
超和正在海南大学儋州校区读大二的
小儿子梁振孟在家里也没闲着，“我早
上出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出门打猪
草了，家里还有很多农活要做。”

“以前的日子很困难，没有种养

殖经验，每年都是靠着种点蔬菜维持
生计。后来在政府的帮扶下开始种
植经济作物，还养猪养羊，有了区里
打造的电商平台，农产品不愁销
路。”吴美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
们现在积极报名参加镇里面组织的
培训，还自发去其他大型养殖场学习
养殖技术，靠着自身劳作，他们一家
实现了脱贫。

龙华区通过为每户贫困户量身订
制扶贫方案，按照“缺什么帮什么”原
则，从产业帮扶等方面入手，确保措施

到户精准。目前已经有 246 户共
1109人在“已脱贫处于巩固”阶段。

家里的经济收入提高了，生活也
改善了。吴美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这几天在扶贫集市上已经卖
了1000多块钱的货，再加上平时卖
猪卖羊的收入，小儿子学费算是有着
落了。再过段时间，还有几只猪可以
出栏销售，地里种的蒜苗、芹菜也要
采收了。”她长舒一口气说，“今年可
以安心过个好年了。”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贫困户农产品热销海南消费扶贫年货大集

产品卖得好 日子有奔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山青水秀风光好，人寿年丰喜
事多。这个好！麻烦老师帮我写这
个。”1月25日上午，文昌市10余名
书法家来到东郊镇街区，现场为老百
姓书写春联。闻讯赶来的群众将书
法家们团团围住，好不热闹。

文昌市文联主席王凡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文昌历来有写春联、送春
联的风俗和传统。2019年春节来临
之际，文昌市文联已经组织3批书法

家分别深入重兴、蓬莱、东郊等乡镇，
开展送祝福送春联志愿服务活动。
书法家们以现场书写春联、免费赠送
群众的方式，传递浓浓的年味。

当天上午，天气虽然有些阴冷，
但是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书法家们
热情高涨，挥毫泼墨，为即将来临的
春节增添了喜庆氛围。

短短两个多小时，书法家们就现
场书写了百余幅春联和“福”字，拿到春
联的群众脸上都荡漾着喜悦的笑容。

据悉，送春联送祝福志愿服务活
动是文昌市文化惠民品牌活动之一，

已经持续10余年，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的欢迎。近年来，结合脱贫攻坚工
作，文昌市书法家协会还多次开展活
动，将写好的春联送到贫困户家中
去，并为乡村贫困家庭拍摄“全家福”
合影，让大家在红火热闹的喜庆氛围
中共度“文化年”。

王凡说，为弘扬时代主旋律，每
年书法家们都会精心挑选主题鲜明、
格调高雅的对联语句，打印出来供群
众现场选择。接下来，他们还要到潭
牛、文城等其他乡镇继续开展活动。

（本报文城1月26日电）

文昌开展送春联志愿服务活动

义写春联送祝福 墨香飘溢迎新春

新 走基层

坚决不让“两违”破坏营商环境

陵水部署开展
“两违”整治大会战

本报椰林1月26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黄艳艳 符宗瀚）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24日召开
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整治“两违”工作推进会获悉，
陵水将重拳整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坚持疏堵
结合、拆建并重、拆治并举，开展“两违”整治大会
战，坚决不让“两违”的存在破坏营商环境。

会议透露，2018年陵水共拆除处置存量和增
量违法建筑411栋，违法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
涉及违法用地面积348.99亩。对在打违控违中
失职失责的党员干部立案查处23件26人。

“‘两违’的存在破坏了我们精心营造的营商
环境，使一些重点项目无法启动或进展缓慢，许多
项目难以落地，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发展战略的
实施。”陵水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必须坚决遏制
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蔓延的势头，才能更好
地助力项目建设，实现陵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今年陵水将突出疏堵结合，以“控增
量、减存量”为目标，在全县范围内持续开展违建
排查工作，实行三级网格化包干防控机制，落实分
片责任，每周集中开展一次整治行动，对“两违”建
筑坚持拆建并重、拆治并举，做到拆一片、清一片，
建一片、管一片，严肃依法处置各类违建。

同时，加强督查问责力度，对整治违法建筑工
作不力的乡镇和部门，将视其情节轻重追究单位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责任；对存在违法违纪
情形一经查实的，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了解，近来，陵水出台了“两违”举报奖励办
法、防控和查处违法建筑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违法
用地违法建设和环境污染防控网络化监管工作实
施方案、“两违”整治工作“一户一宅”认定标准、

“两违”分类处置实施办法等系列制度举措，建立
防控处置“两违”长效机制，坚决依法依规严厉打
击“两违”行为。

1月26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区三角公园，市民展示领到的春联。当
天，琼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10名书法家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
动，免费为市民书写春联。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龙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