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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车辆注销公告
我司接收省公路材料供应站车队、海汽器材公司车队车辆属

挂靠经营，车辆产权均属经营者，与我司无产权关系。现因部分车
辆《道路运输证》年审逾期，且逾期超180日，已被海南省道路运输
局依法注销《道路运输证》。该部分车辆已不具有运营资质，请车辆
产权所有人尽快到我司办理相关营运、报废手续。为了维护我司
合法权益，自公告之日起，以下车辆如有违规、违法经营及产生的一
切不良后果均与我司无关，责任由车辆产权所有者全权负责。

特此公告。
年审逾期注销车辆一览表（截止2019年3月5日）

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海口安盛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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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

琼C54273
琼C54665
琼C54319
琼C5219挂
琼C5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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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

琼C54288
琼C55365
琼C53763
琼C55540
琼AR7051

序号

11
12
13

车牌号

琼A25879
琼A23160
琼A25308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关于党员活动室及文化墙装修布置项
目装修装饰单位竞争性比选的公告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先行试验区开发主
体，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等任务。根据公司业务发
展，现拟通过比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党员活动室及文化墙
装修布置项目装修装饰单位。

凡自愿参加党员活动室及文化墙装修布置项目装修装饰单
位比选的单位请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登陆邮箱：
1830315083@qq.com（密码：zjhyb13972684）自行下载党员活
动室及文化墙装修布置项目装修装饰单位比选邀请函，按邀请
函要求制作党员活动室及文化墙装修布置项目装修装饰单位比
选参选文件并准时出席比选会。

备注：拟报名单位如有《琼资管办〔2016〕3号》文件规定的
不良行为记录或其他行政处罚，并处在处罚期内，不接受报名。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海文高速文昌潭牛加油加气站服务区（西侧）项目用地规划
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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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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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海文高速文昌潭牛加油加气站服务区（西侧）
项目用地规划条件论证及单元管控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0日

《〈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28地块
规划修改论证报告》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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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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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F-28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0日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4月25日00:

00－04:00对彩信中心平台进行优化升级。届时，您的手机彩
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4月20日

公 告

情同一家，守望相助，共奔小康
——内蒙古兴安盟巴彦敖包嘎查民族团结见闻

在巍巍大兴安岭脚下，有一座远近闻名的“明星”小村庄，
她就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敖包嘎查。

小村拥有“全国文明村镇”“兴安盟民族团结示范村”等称
号。多年来，生活在这里各族村民情同一家，守望相助，共奔
小康，写下民族团结感人篇章。

清晨，66岁的汉族大婶王淑春
穿上红色蒙古袍，扎起蓝色条纹的腰
带，在欢快的四胡音乐里，在文化广
场和20多位村民跳起安代舞。

“别看我是汉族，我能跳五六支
蒙古舞呢。”王大婶说。在巴彦敖包
嘎查，妇女们每天聚在文化广场，汉
族教蒙古族扭秧歌，蒙古族教汉族跳
安代舞，有时候跳到天黑才作罢。

巴彦敖包嘎查现有人口 1031
人，来自汉族、蒙古族、俄罗斯族、满
族、傣族 5 个民族，是多民族聚集
村。在嘎查，最热闹的地方当属约

1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这是各族
村民开展文化节、趣味运动会等活动
的最主要场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大“客厅”。记者了解，村里的
文体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人人参
与，没有一个人受冷落。

嘎查党支部书记张军说：“我们
从来没有把广场当作花架子，而是充
分发挥它的聚合作用。”他讲述，建广
场时，本可以掏钱请人来建，但村委
却组织所有村民共同建设，各民族为

“大家庭”出力、人人为“自家事儿”献
计，增进了民族间的了解和感情。

多年前，当来自贵州的傣族姑娘
杨丽决定嫁给嘎查蒙古族小伙张景
时，她的父母担心女儿不习惯。记
者来到杨丽家采访看到，他们一家
住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其
乐融融。

“我老公很能干，一人种110亩
玉米，一年收入10万元。”杨丽脸上
洋溢着幸福。婆婆也对这位贤惠的
傣族媳妇赞不绝口。天气转暖，杨
丽正张罗着在嘎查开一家南方菜
馆，丈夫十分支持：“媳妇做的饭好

吃得很，这事肯定成。”
在巴彦敖包嘎查，多民族家庭

超过一半。嘎查妇联主任包杏慧介
绍：“现在村里的小伙、姑娘谈婚论
嫁不看民族只看人，人品好其他都
不是问题。”

张军的父亲是蒙古族，母亲是
汉族。张军娶的也是汉族媳妇。他
说，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大家生产
生活习惯越来越相近，共同点越来
越多；性情上的微小差异，利于双方
互补借鉴。

这些年，借助优越的自然景
观，嘎查出资建设了集餐饮、住宿、
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度假村。

汉族唐万红卖冰激凌，蒙古族
玉荣开蒙古火锅店……生态度假
村吸收了百余名各族村民就业，贫
困户增收明显。60岁的宝万福是
蒙古族，因体弱多病成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将3万元产业扶贫资
金入股生态度假村，每年分红
4380元。此外，他还在度假村打

扫卫生，旅游旺季每天收入 150
元。“现在村里帮了一大把，只要自
己勤劳，就能赚钱。”

2018 年度假村接待游客超
过30万人次，嘎查集体经济收入
达200多万元。嘎查将这笔收入
用于产业滚动发展和全村公益事
业，为村民缴纳医保，为嘎查耕
地交付水电费，给予大学生奖
励，扶助老弱病残村民……20岁
的蒙古族青年包青龙患有软骨

病，2016 年父亲去世后无依无
靠，被收养住进村委宿舍后，身
体情况大为好转，包青龙心里充
满感激。

“我们嘎查的发展变化，全靠
各族村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起
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
上，我们也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民
族、任何一个人掉队。”张军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4月 19日
电 记者 王靖)

文化广场 共同的舞台、“客厅”

这是4月17日无人机拍摄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敖包嘎查的生态旅游度假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济南4月19日电（记者滕军伟）一
部小说让他家喻户晓，一出京剧使其名扬四海。
从参军到牺牲，杨子荣用短短520天，谱写出一部
灿若流星的英雄史诗。

杨子荣，大名杨宗贵，字子荣，1917年3月3
日出生在山东烟台牟平嵎岬河村的一户贫苦人
家。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来到安东（今丹东）
一带。父亲病死他乡之后，杨子荣只身一人四处
谋生，先后在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
带当矿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
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这些生活经历，为他在
后来剿匪斗争中的侦察行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1943年春，因反抗日本工头的压迫，他被迫跑回
山东老家。

1945年9月，杨子荣参加八路军，任胶东军
区海军支队第5中队炊事班炊事员。同年10月，
随部队开赴东北，被编入牡丹江军区第2团第7
连。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任第7
连第1班班长。不久，牡丹江军区展开剿匪行
动。在这次行动中，杨子荣只身闯入土匪盘踞的
杏树底村，与匪首巧妙周旋，不费一枪一弹使土匪
400余人投降，缴获机枪10挺、火炮3门、掷弹筒
8具、长短枪300余支和大批弹药。由于在战斗
中的突出表现，他荣立特等功，并被团里评为战斗
英雄。不久调到团部任侦察班班长，后提升为侦
察排排长。

1947年 1月下旬，团部得到匪首“座山雕”
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座山雕”本名张乐
山，15岁落草为寇，18岁当上匪首，老谋深算，
诡计多端。东北民主联军进驻牡丹江地区后，
对这股土匪进行了多次围剿，消灭了大部人马，

“座山雕”身边仅剩二三十个亲信。杨子荣自告
奋勇，带领5名战士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
前去侦察。他们到达夹皮沟附近的密林后，巧
妙地与“座山雕”的坐探接触，经过用黑话联
络，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入匪穴。2月7日，一
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
义堂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剿匪战斗中
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

2月23日，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
战斗中，杨子荣冲在最前面，由于他的枪栓被严寒
冻住而未能打响，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英勇牺
牲，时年30岁。

杨子荣：
甘洒热血写春秋

结亲成家 “不看民族只看人”

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关于
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
的有关工作要求，我市正开展
道路挖掘修复保证金清退工
作。2018年5月，我局已通过
电话、短信和发布公告的方式
通知相关单位前来办理退还手
续，但因部分申请人联系方式
变动、公司名称变更等原因致
使无法取得联系。现再次发布
清退道路修复保证金的公告，
请以下仍未申请办理道路保证
金退还手续的单位或个人主动
联系我局工作人员，携带相关
材料到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办理
道路保证金退还手续。

地址：海口市长滨路海口
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6栋南 5
楼5025

联系人：谢鑫
联 系 电 话 ：68723652，

18508930650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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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广西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泰新电气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佳旺德建材有限公司

海南赛孚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耐迪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海南正华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海南巨制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联合建工集团

中国移动海口分公司

海南联合建工集团

中国移动海口分公司

海口市琼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长坡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盛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天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泰和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秀英区人民法院

海口供电局（黎永明）

海南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世知印刷工业有限公司

海口易顺通非开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展鸿图广告传媒公司

海口市城建集团海口盛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海南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阿坝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股份合作经济社

海南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清退道路修复保证金的公告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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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海南省公安厅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口市公安局

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

海口实验中学

海口市红十字会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口南立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润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琼山乾坤实业公司

海南环球青山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联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晋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

海南达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名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永顺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兰区白龙街道下贤一村经济社

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吉上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一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口分公司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凤凰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商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海南水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维瑅瑷生物研究院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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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明泰地产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输变电工程项目部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口万达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新瑞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泰新电气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佳旺德建材有限公司

海南赛孚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耐迪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海南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陆桥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北控水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明泰地产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南输变电工程项目部

海南昌炜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田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迪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口万达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新瑞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金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王德武

谢群立

张国平

张宇成

黎永明

黄权珍

龚威

张松明

林天宇

陈吉龙

韩忠

刘勇

程诗仁

郑权东

唐德亮

周君

沈衍

何丹凤

李勇

林洪涛

唐德帅

曹建桃

陈志成

万健全

曾毅

庞馨

冯博

周道昆

江伟凡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海南炜楠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省农垦城开发建设总公司

海南光华物业管理中心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医院

海南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环宇中盟物流有限公司

海南鑫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工人疗养院房地产开发中心

海南宾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和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大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南昌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合利通贸易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海口东郊椰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昌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金鼎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大成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福隆兴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建筑设计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口分公司

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

序号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单位名称

海南大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天壤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海南乌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东城综合开发公司

海南仁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中税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口展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新瑞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李红霞

李伦

吴淑群

韩忠

唐文

程诗仁

汪伟凡

傅小建

刘清

吴亚海

张世伟

陈扬岱

黄强

陈源

李传菁

王会昭

陈垂峰

李杉

黄茹

邱海峰

王启清

刘云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