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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供 求

▲苏文杰，陈玉遗失文昌市建设工

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许可证号码:

（临）建字第 469005201700035

号，和原批建设计方案文本,特此

声明。

遗 失

典 当
▲郭仁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潭牛

镇潭牛村委会新春坡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

025687号,特此声明。

▲郭仁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潭牛

镇潭牛村委会新春坡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

025690号,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康美冠商行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黄天云（身份证号：3623241979

07143334）；叶华林（身份证号：

362324198503102728）遗失骏豪

仕家11-1653A房预告登记收据

原件，金额:550 元，特此登报作

废。

▲朱虹丽于2019年8月23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460006198510260

620，特此声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农业服

务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1389101，声明作废。

▲本人林庆双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B区金缔花

园度假村2—903号房权证，证号

为：陵房权证陵水字第20160833

号，声明作废。

▲海南九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亚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460200693182539，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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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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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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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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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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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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因全省五条国道沿线的交通标志进行调整更换的需要，为
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交通管制新方案如下：1、管制时间：2019年 8月 25日至
2019年10月31日（法定节假日不施工）；2、管制路段：G223海
榆东线、G225海榆西线、G361陵昌线、G224海榆中线、G540毛
九线；3、管制方式：管制期间，采取交替封闭半幅行车道的交通

管制，未封闭的另外半幅车道双向通行。
请途径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

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8月19日

关于G223海榆东线、G224海榆中线等五条国道调整交通标志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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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海南儋州海头镇
海岸养殖污水直排
大海，海水严重污
染。
2、春马桥两边大量
红树林被毁建设养
殖池，排污水污染
大海。
3、白马井到新英一
带海面几千亩红树
林被毁建设养殖
池，排污水污染大
海。
4、峨蔓镇海岸毁红
树林建设养殖池，
排污水污染大海。

澄迈县国营原老城
糖厂，程鹏糖业有
限公司推毁果树
135亩，填溪造路，
填海造地，并毁坏
红树林20多亩，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

行政
区域

儋州市
海头镇

澄迈县

污染
类型

海洋

生态,
海洋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涉及面广，儋州市沿海乡镇大部分涉及，分别有新州镇（包含新英墟）、白马井镇、
峨蔓镇、海头镇等沿海镇，目前，已排查14个村委会，养殖户571户，养殖场面积约3628.85
亩。根据儋州市生态图斑，经利用奥维地图，结合谷歌卫星影像比对进行套绘，并套对《儋
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图件，认定用地性质。海头镇、春马大桥两边、白马井
至新英一带海面、峨蔓镇等地区养殖池面积约为10301.29亩。存在养殖废水未经处理排
入大海，养殖场基本未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证、环评手续、海域使用权证等问题。经利用谷歌
卫星影像进行调查，对海头镇、峨蔓镇、白马井至新英镇和春马桥两边最早可追溯的谷歌卫
星影像图进行比对，从最早可追溯的卫星影像中，无法判读出2002年以来养殖池修建时是
否存在破坏红树林行为。

（一）2000年，原老城糖厂将116.96亩土地出租给海南立宝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
宝公司）种植果树，承包期10年。2004年，县政府将原老城糖厂等部分国有资产公开出让，
程鹏公司投标中标原老城糖厂189.43亩土地（包含原老城糖厂租给立宝公司种植的果树
地）。程鹏公司中标该地块后，继续履行原老城糖厂与立宝公司的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
2010年，合同期满后，程鹏公司将该地块收回，地上附着物属于该公司，并在该果园地块开
发项目。建设期间，程鹏公司在尚未办理相关许可证的情况下移植该项目区域内的果树。
（二）原老城糖厂位于澄江北路桥北侧，该路段附近有老城河。老城河发源于海口市秀英区
美朗村附近的高山上，流经海口市秀英区的石山镇、澄迈县老城镇，于澄迈县老城镇与玉楼
河汇合后，向北流经文田、道群、道铺、于大道村附近汇入盈滨湾。目前老城河正常行洪，未
占用河道和违规建设情况。经现场调查，老城河未被原老城糖厂填溪造路，信访件反映的
填溪造路情况不属实。
（三）原老城糖厂有4宗国有划拨用地。2004年，澄迈县政府与程鹏公司签订《协议书》，将
3宗地（面积189.43亩）转让给程鹏公司，后来，该公司以作价入股方式变更至澄迈裕生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裕生公司）名下，并办理土地证。2010年11月8日，澄迈县政府以
澄府函〔2010〕339号文件同意三宗地用地性质变更为住宅用地。上述4宗土地均未向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用海，该局也未办理过相关用海手续，经核查，裕生公司3宗地及老
城糖厂1宗地共4宗地均不属于海域范围，不存在填海造地问题。
（四）信访件反映的毁坏红树林20多亩问题，调查组在原老城糖厂、程鹏公司周边均未发现
有红树林存在。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2019年6月21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儋州市2019-2020年水产养殖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正在依法全面开展水产养殖
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各镇根据《儋州市2019-2020年水产养殖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同时制定拆除方案报市政府，于2019年
12月底前，完成禁养区内水产养殖场（池）的清退拆除工作；2020年12月底前，完成不符合规划的水产养殖场（池）清退拆除工作。
（二）原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8年12月12日，向浩海合作社（陈基浩、陈肇茂）、陈初道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于2018年12月24日，下达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于2019年1月3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7月1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催告书》，催
告上述业主立即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
（三）市生态环境局对峨蔓镇西边村陈初道、陈基浩、陈肇茂等3户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对海头镇高山村薛开平、薛大仁等2户下达责令立
即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对白马井福村万明天、苏家女、苏家成、麦民峰等4户下达责令限期整改的通知；对蓝田和春马桥对开海域李春德、陈堂才等
12户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四）市林业局于2006年开始依照《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的有关规定，将白马井至新英、春马大桥两旁、以及峨蔓镇等沿海区域约11455亩红
树林（海头镇无红树林分布），纳入国家级公益林进行管理，设立了新州、峨蔓等公益林责任区，聘用了2名技术员、2名管理员、9名护林员，负责对新
州、白马井镇、木棠镇、峨蔓镇进行管护。
（五）于2018年12月底，峨蔓镇政府、原市海洋渔业局等相关单位对峨蔓镇上浦村、下浦村存在面积503亩的违规养殖池进行清退拆除工作；2019
年6月24-28日，新州镇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相关单位对新州镇蓝田村和春马大桥对开海域存在面积247亩的违规养殖池进行清退拆除。
（六）市政府已投入2834.04万元对峨蔓镇上、下浦区域进行生态修复，整个工程分为潟湖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程、潟湖景观建设和配套工程三大
部分。目前已种植红树林苗木共5万株苗，其中白骨壤3万株，桐花树2万株，种植面积共25亩。

（一）由县林业局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机构对程鹏公司移植果树情况进行评估鉴定，待结果出炉后，再根据鉴定结果对程鹏公司依法处理。
（二）由县相关职能部门和老城镇政府加强对程鹏公司和周边企业的监管，防止企业在今后开发建设过程中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
（三）已密切跟踪关注程鹏公司移植果树情况评估鉴定结果。
（四）县有关职能部门和老城镇政府已加强对有关企业的监管，未发现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本报博鳌8月24日电（记者尤
梦瑜）拉花绘制的中国（海南）南海博
物馆线图的咖啡、象征着大海波浪的
波纹芝士蛋糕……一系列饱含南海文
化元素的创意美食在该博物馆亮相。
8月24日上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与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联合打造的
南海餐厅在该馆开业，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用餐。据悉，这也是我省文博单
位首次推出食品类文创产品。

南海餐厅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大酒

店首个纯餐饮服务管理输出项目，结
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和南海特有
元素创作及升级餐饮服务。此次推出
的文创食品包括南海特浓咖啡、博物
馆海鲜炒饭、杨枝甘露、海南特色文昌
鸡饭、博鳌芝士烤紫薯、雪媚娘、海洋
酷乐饮品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特色餐饮，
该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独特的华光礁
吉字套装餐具及满池娇青花纹样纸
巾，别具特色。

海南国学高峰论坛海口开讲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卫小林）8月24

日上午，“德行天下·幸福中华”公益大讲堂暨2019
海南国学高峰论坛在位于海口市的海南工商职业
学院大礼堂开讲，近1500位各界来宾参加。

海南省国学教育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
国学高峰论坛在省社科联指导和支持下，已连续举
办5年。今年的论坛与德行天下公益大讲堂强强
联合，旨在将海南国学高峰论坛打造成为海南的品
牌活动。德行天下公益大讲堂于2012年4月在湖
南发起，至今已在全国10多个省区市共举办70场
活动，目的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弘正道、启
善德、作榜样为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次活动由省工商联、省社科联、海口市社科
联指导，北京德行天下公益基金会、海南省国学教
育协会主办。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首推文创食品

据新华社首尔8月24日电（记
者陆睿 耿学鹏）24日在韩国首尔举
行的2019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中
国女排迎战实力强劲的泰国队。中
国队在先取一局的情况下被连扳三

城，大比分1：3失利，无缘决赛。
开局泰国女排以 6：2 建立优

势，中国队叫了两次暂停后将比分
追成11平，之后比分交替上升。局
分 20 平后，中国队将比赛带到局

点，虽然泰国队顽强抵抗，最终中国
女排仍以25：23先声夺人。进入第
二局，双方战成5平后，泰国队逐渐
将分差拉大，以 20：12 大比分领
先。中国女排奋力追赶，不过仍以

22：25输掉此局。
第三局的比赛打得异常激烈，

中国队13：9领先后，被泰国队迎头
赶上。中国队 24：23 首先拿到局
点，但泰国队紧追不舍，双方展开拉

锯战。最后，泰国队以34：32艰难
取胜。第四局，双方依旧打得十分
胶着，但在相持阶段泰国队表现更
加果敢，最终以25：23再下一局，逆
转中国队跻身决赛。

中国女排亚锦赛不敌泰国无缘决赛

据新华社巴塞尔8月 24日电
（记者王子江）世界羽毛球锦标赛8
月23日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
夺，五个项目的四强全部产生。奥
运冠军谌龙以0：2不敌丹麦选手安
东森，中国队男单选手24年来首次
在世锦赛上无人晋级四强。中国
队女单头号选手陈雨菲24日在半
决赛中以0：2不敌印度选手辛杜，
无缘决赛。

对阵22岁的安东森，三号种子
谌龙开局占优，之后被对手18：15
反超，谌龙顽强扳平并以20：18取
得赛点，但随后连丢4分，被安东森
以22：20逆转取胜。第二局，安东
森控制了比赛，很快以21：10获胜。

这是谌龙第七次与安东森交

锋，也是他第二次输给对手。这次
失利的代价巨大：中国队男单选手
自1995年以来首次在世锦赛上无
缘四强。事实上自1983年世锦赛
以来，这样的尴尬局面只在1993年
和1995年出现过两次。

今年30岁的谌龙赛后说：“第
一局20:18领先时感觉机会来了，
但一转眼就丢了4分，第二局气势
就下来了。对手逆转之后，他的气
势反倒上来了。”

作为赛会四号种子的陈雨菲在
半决赛中完全不在状态，第一局仅
15分钟就以7：21失利，第二局完全
处于下风，以14：21不敌对手。这
是陈雨菲在世锦赛半决赛中第二次
输给辛杜。2017年世锦赛半决赛

中，她曾以13：21、10：21失利，这也
是两人第九次交锋，陈雨菲3胜6负
处于劣势。

陈雨菲的出局意味着中国队连
续4届世锦赛与女单决赛无缘。从
1983年到2011年，中国队在参加的
所有17届世界锦标赛中，只有1993
年和1999年两次让女单冠军旁落，
但自从王仪涵在2011年夺冠以后，
中国队已经连续6届世锦赛与女单
冠军无缘，最近4届比赛甚至无人
晋级决赛。

今年 21 岁的陈雨菲赛后说：
“我觉得是她发挥更加稳定，相比
较以前失误更少。我可能腿上有
点重，调动不是特别快，跑起来比
较吃力。”

羽球世锦赛国羽男女单均无人进决赛

8月24日，中国女双组合杜玥（右）/李茵晖在半决赛中以0∶2不敌日本组
合福岛由纪/广田彩花，无缘决赛。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 摄

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三亚落幕
本报三亚8月24日电 （记者徐慧玲 李艳

玫）8月24日，第九届海南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
（第二站）在三亚落幕。

据介绍，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31支队伍共
900多人参赛。经过3天角逐，最终产生竞技王
中王37名，各级奖牌600余枚，其中三亚代表队
获得12枚王中王奖牌。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竞技体育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从现场国际裁判的反馈来看，全省跆拳
道运动水平有所提升，接下来，海南还将举办更多
类似赛事，促进该项运动发展。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省教育厅主办，三亚市
旅文局、三亚市跆拳道协会承办。

全国国标舞爱好者陵水竞技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海琼）为推广艺

术教育与普及全民健身理念，以精品赛事带动文
化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日前，中国艺术职业教育
学会国际标准舞全国公开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体
育馆举办。

本次赛事共设职业组、青少年精英组、团体舞
等级赛、青少年等级赛等285个组别，分摩登舞和
拉丁舞两大比赛项目，赛程为期一天。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千人参加比赛，其中省外选手占60%，省
内选手占40%。由评委结合现场选手的基本功、
舞台表现、临场发挥、服装等，评出各组别冠军。

赛事由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文局指导，省体育
总会主办。

本报三亚8月24日电（记者李
艳玫 黄媛艳）正衣冠、诵读经典、朱砂
启智、启迪描红、感恩鞠躬……8月24
日，在三亚市崖州孔庙，36名学童身
着传统汉服，接受古典文化洗礼，由此
拉开三亚首届崖州古城文化节暨第四
届崖州孔庙学童开笔礼帷幕。

首届崖州古城文化节为期2天，
设置了孔庙学童开笔礼、国学“君子
六艺”体验、崖州书画展、参观崖州历

史文化古迹、崖州传统文化与旅游发
展论坛等活动，旨在传承崖城古城千
年文化，推动三亚文化旅游及相关产
业发展。

“与往年不同，今年崖州以第四
届孔庙学童开笔礼为基础，加入国学

‘君子六艺’体验、主题文化论坛、书
画展、探寻崖州古迹等内容，升级打
造成为首届崖州古城文化节。”崖州
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首届崖州古

城文化节注重文化品牌塑造，注重大
众参与和互动，力争打造成为一个大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品牌。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崖州传
统文化与旅游发展论坛将于8月25
日举办，国内知名的文化创意与旅游
产业专家、人文历史学者、知名企业
代表将汇聚一堂，就崖州的人文典
故、历史古迹、发展现状、保护传承与
旅游发展融合等问题展开研讨。

首届崖州古城文化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