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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云南飞橡物流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选取招投标机构的公告

云南飞橡物流有限公司现管理建设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景洪市勐养镇的仓储物流基地项目。预计总投资2.84亿元。因
工程开展需要，公开向全国招选招投标代理机构。

一、报名条件及要求：（一）招标代理机构需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网
有登记注册；（二）招标机构应收费公允，价格合理，须具备相关执业
证照。具备中级上职称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不少于12人，
其中具有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不少于6人（其中注册造价工
程师不少于3人），从事工程招标代理业务3年以上的人员不少于6
人；（三）招标机构报名时需提供营业执照正本和相关从业资格证件
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四)报名时间为2019年4月21
日至4月25日，报名邮箱chenqifan45865@126.com；联系人：陈主
管；联系电话：18889945865。

二、遴选办法：（一）云南飞橡物流有限公司评选委员会，对参与
报名的招投标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并最终审定中标公司；（二）中标的
招投标机构通过海南橡胶公司网站公告、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面向
社会公示7天无异议后，签订招投标服务合同。

云南飞橡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1日

股东会议通知
海南宏伟德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陈连明先生：

郑海彪受海南宏伟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伟德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张海军的委托，召集并主持召开宏伟德公司
2019年度股东会会议。2019年度股东会议定于2019年5月7
日（星期二）上午8点30分在宏伟德公司海福陵园园区办公室召
开。会议议题：一、讨论并决议股东陈连明对宏伟德公司提起的
公司解散诉讼问题。二、讨论并决议要求股东陈连明向法院申
请解除对宏伟德公司银行账户内资金冻结问题。三、讨论并决
议要求陈连明将宏伟德公司的海福陵园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移
交给公司的问题。请你按时出席会议。特此通知

会议召集人：海南宏伟德实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张海军之受委托人：郑海彪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郑海彪联系电话：13362673227

该地块安置补助费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地已基本
完成土地平整，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三、竞买资格及要求：1、竞买申请人或其关联公司须获得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任意一家长期成品油和液化天然气供给战略协议，并具备
危化品经营许可资质，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2、竞买申请人须是临高县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注册资金1亿元以上，非临高县内注册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须在竞得土地使用权后10日内在临高县注册成立由其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的控股企业，由控股企业与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3、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范围内存在拖欠土地出让金、
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违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的，禁止参加土地竞买，报名时
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四、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拟作为临高南海渔业综合保障服务基地建设使用，出让地块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
《临高南海渔业综合补给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地和管理土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17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土地产权交易）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15时00分（以
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19年5月17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本
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19年5月11日上午9时00分至
2019年5月20日下午15时30分。八、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九、本次公开
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联系电话：0898 65203602 28281218。联系人：王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代） 2019年4月21日

地块编号
DL2019-01号

位置
临高县调楼镇临调路北侧地段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面积（m2）
56890

使用年限
50年

容积率
R≤0.5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5%

建筑限高≤20m
竞买保证金（万元）

1860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2019〕02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地块概况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190428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8日16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位

于儋州市大成镇热作农场的3174

棵老橡胶树。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万元。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

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4

月 26 日 12 时止。电话：（0898）

66532003,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

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琼海嘉积圣通商行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6613801，
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圣通商行旧公章作废，
现已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
▲陈道辉(承租人)不慎遗失琼房租
赁证,证号(2016)第4271号 租赁
有限期2016年 4月28日一2018
年12月31日。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登记证书、工会
法人资格登记证书副本、工会法人
法定代表人证书（证号：工法证字
第 212300141 号），特此声明作
废。
▲本人张国铭不慎遗失海口外滩
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收据，编号：
HN0021282，特此声明。

▲本人石峰不慎遗失海南中坤渝
安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清澜半岛
收据一张。楼盘名称清澜半岛项
目，银滩路2号3栋1003房号，收
据编号:DC-NO:1005705 金额
为:6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聂子麒不慎遗失海南中坤
渝安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清澜半
岛诚意金收据一张。楼盘名称清
澜半岛项目，银滩路2号2栋701
房 号 ，收 据 编 号:DC- NO:
1014709 金额为:22219.40 元。
特此声明作废。
▲曾祥强遗失座落于桂林洋农场
迈德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琼山籍国用（2002）第 25-0081
号，声明作废。
▲ 方 略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10319900411121X，声 明 作
废。

▲洋浦海马贡酒厂有限公司遗失
金税盘，声明作废。
▲海南金三才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6618701，声明作废。
▲海南金三才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澄迈
桥联加油站遗失成品油零售经营
批准证书正本，证号：油零售证书
第HNCM007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初级中学
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初级中
学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证号：
JY34690281158807，声明作废。
▲海口新华满庭芳花行遗失个体
经营纳税人税务登记证，证号：
440527197510034026，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海南百高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6W1W0W； 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
（2018年11月10日丢失），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儋州桂轮贸易有限公司遗失2018
年12月25日开具的购进增值税专
用 发 票 7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82130， 发 票 号 码
00824562- 00824568；2019 年 1
月8日开具的购进增值税专用发
票5份，发票代码4600182130，发
票号码 01405433-01405437，特
此声明。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转让公示
海南省临高县博厚镇红牌村委会

昌盛村将金牌港属昌盛村集体荒

地1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海

南荷塘月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

关权利人如有异议请在30日内向

本村或村委会反映。联系电话

18308939969 临高县博厚镇红牌

村委会昌盛村 2019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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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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83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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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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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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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莉不慎遗失海南省万宁市“永
桥·尚城”8栋1201房认购协议一
份（协议编号：2016-607）和认购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17140020，
金额：20万元 ），现声明作废。
▲临高多文洪燕丽熟食摊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纳税人
识别号:460028416411017，现声
明作废。
▲符毓浪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30198312070332，流 水 号:
4600055596，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好心情综合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9027L562257034，声明
作废。
▲文昌罗豆苏庆林杂货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05600266223，现声明作废。

人民海军70年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
年多国海军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青岛举行。

图为记者在发布会上采访。 新华社发

多国海军活动新闻发布会
青岛举行

4月20日，阿根廷海军代表团团长、海军参谋
长何塞·路易斯·比利安（前右）抵达山东青岛。

当日，来自60多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陆续抵
达青岛，参加即将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新华社发

参加多国海军活动的
外国海军代表团陆续抵达

■ 新华社评论员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纪念
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
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一
重要论述，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五四运
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指明正确方
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五四运动
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
造的宝贵精神财富。重温 100 年前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
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从历
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用历史的光芒
照亮未来，我们才能更加步履铿锵、
勇毅笃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五四运
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分水岭。研究“五四”，要加强对
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
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
影响。要坚持大历史观，在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 多年
奋斗史中去认识和把握。从历史逻

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
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
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
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等重大问题，引导人们以史为
鉴、以史为师，不断坚定“四个自信”。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五四
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
神，至今仍是激励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研究“五四”，要加强对五四精神
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
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要把研究
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
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让五四
精神不断散发新的时代光芒。

五四运动中，广大爱国进步青年
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了先锋作用。研
究“五四”，要加强对五四运动以来中
国青年运动的研究，深刻把握当代中
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从“外争国
权，内惩国贼”到“团结起来，振兴中
华”，青年运动始终同国家、民族命运
紧密相连。要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青年运动的关系，加强对广大青年的
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
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要回答好为
什么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为什么当代青年必须把个人理想
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找准当代中国青年运动
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着力点，引
导广大青年把人生奋斗汇入时代洪
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
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保护历史才会留住根脉，传承精
神才能开创未来。加强对五四运动史
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
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让
历史记忆焕发新生，历久弥新的五四
精神，必将激励我们昂扬奋进在新时
代的逐梦征程上。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让五四精神烛照复兴征程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

展示中国之美 共奏绿色乐章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筹办纪实

璀璨花千树，芳菲四月天。即将在京郊延庆举办的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作为一场人类与自然的精彩对话，一曲创新与绿色的和谐乐章，
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交融平台，正从这里伴着春天的脚步走来。从2012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市代表中国政府申办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到习近平总书记
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向与会各国发出参加北京世园会的邀请，再到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时序七载，地球村、全球人的
“绿色梦想”正在古老的长城脚下徐
徐绽放。

2014年6月，国际展览局第155
次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168个成员
国一致表决认可2019年中国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

同年，北京世园会组委会组织了
10家国内外顶级规划设计单位，开
展世园会园区概念性规划方案征集
工作。以孟兆祯院士、尹伟伦院士领
衔的17名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团
队，对应征方案进行评审，从10个方
案中评选出3家优胜方案。

北京世园会总规划师胡洁表示，
北京世园会的规划设计要求专业度
非常高，延庆地处独特的生态走廊，
要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022年北
京冬奥会形成一体化方案。

“从2014年到现在，主创人员的
设计图和现场照片数以万计，塞满了
3TB的硬盘，相当于把卷帙浩繁的
300本世界名著存储了30遍。”侯爽
是北京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主创设
计师，她担纲世园会园区空间规划和
核心景观区设计。从第一次拿出规
划设计方案到最终定稿，侯爽和她的

团队画了删，删了画。百易其稿的背
后是他们对园区每寸土地和景观肌
理的精准把控。

2016年，相关规划设计工作接
续完成，但对于北京世园会而言，这
仅仅是九层之台初见累土。

从小小鱼塘到7.3万平方米的妫
汭湖，从一片空旷的园区到用158万吨
泥土堆筑起的25米高的天田山，北京
世园会“三月挖一湖，五月筑一山”，展
现中国速度；从中国馆打下的第一根基
础桩，到国际馆“种”下的第一朵“花
伞”，形似如意的中国馆和94朵“花伞”
组成的国际馆见证中国匠心……

“建永宁阁时正值寒冬，零下25
摄氏度的天气，在室外干半小时力气
活，从眉毛到嘴唇就挂满冰碴，我们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捶打夯实永宁阁
1941根混凝土桩基的。”北京世园会
永宁阁项目经理姚宝琪说，“中国匠
人用自己的手艺和速度告诉世界，我
们准备好了！”

七载过往，从“野色浩无主”的农
家老舍到“一心、两轴、三带、多片区”
的万花之园，长城脚下这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画卷，正在静待全球客
人到来。

海陀山下百易稿

“北京世园会将集中展示1200种
新优品种植物。”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
大华说，这其中不仅包括从我国最北
端到最南端的各种不同园艺植物，还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品种。

最是春色留不住。4月底的延庆
依然会有大风和晚霜，最低平均气温
只有7摄氏度，除为数不多的高寒带
植物，如何让这些娇嫩珍贵的花卉苗
木在寒冷地区成活并如期绽放，是摆
在中国园艺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们3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寻花
之旅’。”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学斌说，这不仅要求对当地的气候、
土壤、环境有精准的分析和判断，还要
对成千上万花卉品种的习性、周期、甚
至基因特点了然于胸。

在延庆测试基地，通过这3年对
新品种的引种、评估、筛选，中国园林
人最终在1344个引进花卉品种中，筛
选出了1078个适宜世园会应用的品
种投入规模化生产。其中不仅有来自
祖国大江南北的奇花异草，更有漂洋
过海而来的异国花卉，目前国际展园
内有30%左右的植物是从海外直接
运送而来。

北京市园林绿化集团世园会项目
负责人张睿告诉记者，这次世园会会
期将历经春、夏、秋三季，为了精准控
制花期，他们做了无数次实验，从补光
延长光照时间对金鱼草等植物调节光
周期，到对新几内亚凤仙等热带植物
催花处理，最终制定出40个花卉品种
的详细生产流程，凝结了整个园林团
队的心血。

三载寻花花千树，中国工匠用智
慧汗水打造了妫水河畔的天作之合；
一枝一叶总关情，万花之园以姹紫嫣
红静候着地球村里的宾朋贵客。

三载寻花花千树

2012年，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
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恰是这年，国
务院批准北京市代表中国政府申办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

看似巧合，实为必然。这是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京华大地生动实践
的启航。

7年时光之旅，北京之北的世园
会园区从一片山脊贫地变成了山水颂
歌的万花之园。7年时光荏苒，北京
世园会已经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动典范和样板标杆。
7年光阴流转，绿色发展理念从萌芽
渐渐绽放在人们的内心。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
姆·布莱尔克里夫说，北京世园会筹办
工作进展顺利，令人钦佩，世园会不仅
能让游客欣赏到美妙的园艺和美丽的
花园，更体现出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
成果、追求绿色生活、命运休戚与共的
理念。相信北京将为世界打造一届极
具特色、意义非凡的园艺盛会。

“这次将有110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来参展，是历届A1类世园会参展
方最多的一届。”叶大华说，北京世
园会既是中国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名
片，更是全人类绿色梦想的结晶，世
界各国的园艺大师们都能在北京世
园会这一平台上展示才艺、绽放风
采，游客们能观赏到各国独具风情
的园林园艺，欣赏到各国各民族精
彩的文化表演。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阅尽人间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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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海军活动内容丰富
据新华社青岛4月20日电 海军副司令员邱

延鹏20日在青岛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内容丰富。

组织多国海军活动，是国际通行做法和海军
交往的独特方式。邱延鹏说，目前共有来自亚洲、
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60余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
参加，其中30多个国家是海军主要领导人参加。

2009年，人民海军在青岛首次举办了多国海
军活动，有29个国家派出海军代表团参加。

邱延鹏介绍，这次多国海军活动将于4月22日
至25日在青岛及附近海空域正式举行。希望活动
能为各国海军同行密切沟通、增进了解搭建平台，为
各国海军领导人共商海上安全合作大计创造契机，
积极探索各国海军增进互信、务实合作、共同应对
海上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新途径、新思路、新方法，构
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海洋伙伴关系。

期间，海军将在青岛举行高层研讨会，各国海
军代表团、驻华武官应邀参加会议。同时，还将组
织各国海军进行舢板比赛和足球、篮球、乒乓球、
拔河等体育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