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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扫黑除恶进行时

扫黑除恶专题琼剧
《利剑出鞘》
全省巡演首站开演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王玉洁）11月3
日晚8点，大型原创现代扫黑除恶专题琼剧《利剑
出鞘》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儒杨二村开启全省
巡演首站演出，让乡亲们在欣赏琼剧的同时，感受
到我省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态度和决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现代主题琼剧《利剑出鞘》
讲述了在扫黑除恶一线工作的公安干警不畏恐吓，与
黑恶势力斗智斗勇，最终将黑恶势力团伙绳之以法的
生动故事。故事歌颂了人民政法公安队伍在扫黑
除恶斗争中执法为民的英勇形象。此前，该剧于9
月28日在省琼剧院周末剧场首演，社会反响热烈。

为进一步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助力打赢扫黑除恶这场人民战争，在我省
相关单位的支持下，作为创作团队的海南省源创
本土琼剧研究院将剧目表演铺开到我省各市县，
深入乡镇村庄开展全省巡演。意在通过“以戏带
教”的方式配合各级党委政府开展普法宣传，不断
带动村风、民风进一步好转，为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的滋生土壤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据悉，《利剑出鞘》从创作到搬上舞台历时近1年，
得到了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公安厅等单位的
支持，提升了该剧的作品质量和剧团的演出技艺，
增强了作品感染力和社会宣传效果。

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灵山镇片区旧城
改造A-01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灵山镇片区旧城改造A-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属《海
口市灵山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1地块范围。项目于2016年7
月通过规划许可，方案内容为16栋地上2-16层、地下1层的住宅及商
业楼，批建面积地上181222.24m2，地下21014.18m2。现建设单位为
提高小区品质，内部道路优化调整，增设游泳池、儿童乐园、镜面水景、
景观会客厅、篮球羽毛球场，北侧出入口调整为门楼，停车位位置调
整；1#-3#、7#-8#、12#、13-1#、13#楼阳台尺寸变更。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19年11月4日至11月1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
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04日

遗失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农业农村局不慎遗

失财政非税票据，遗失25份编号

为0292441019至0292441254票

据，遗失200份编号为0292449010

至0292451006票据。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农业农村局

2019年11月1日

▲李桂梅2019年10月29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号：

460104198308101522，特 此 声

明。

公 告 遗 失典 当
▲陈益锌遗失海南省第四卫校毕

业证书（护理学专业）,证书编号:

HN2017212030140，特此声明。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局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

码证，代码:B2046902900184530I，

声明作废。

▲三沙蓝立方海洋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福多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809087，声明作废。

▲海南新联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发票联，发

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

00420120，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省水利水电综合经营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20124612X5）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海口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前往
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更名公告
儋州天易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的项目“儋城壹品”从即日起更名
为“宝控首府”。儋州天易实业有
限公司 201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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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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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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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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征集合作运输船务公司的公告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是由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和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按省政府要求组建的国有企业，承担昌化
江下游河口段综合整治疏浚工程。现因业务需要，面向社会征集各
类海上运输船舶单位，用于将昌化江入海口的河砂（石）运输至海口、
三亚等码头，年运输量200万m3以上。

一、入选条件：1.注册资金500（含500）万元以上运输企业，具备
海上运输资质及安全防污染体系；2. 载货量3000-5000吨，自卸式运
输船优先；3. 运输船须符合相关部门要求，证书齐全有效、持有DOC
船舶证书，水尺以及载重线清晰，具备《静水力参数表》；4.已投保《船舶
一切险》、《沿海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及《船员意外伤害险》；5.船员
配置不低于该船海事局颁发的《最低配员证书》和《海员值班规则》要
求且持证上岗。二、报名需提供的资料：1.公司营业执照；2.船舶及作
业人员证书等相关资料；3.投保证明（说明：以上材料为加盖公章复印
件，以通过海事局审查方为符合条件。）三、报名地点：昌江黎族自治
县昌化镇运输调度部昌化项目部。四、报名时间：2019年10月14日
至2019年11月10日。五、联系人:邱先生，电话:18789035966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4日

受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2019年11月
15日下午15:0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南华银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债权、对外投资、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权益
资产包（截止2019年 6月 30日止，资产账面价值为3,677,221,
532.56元）。参考价:12,269,410.08元，竞买保证金：130万元。

特别提示：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机构和人员不得参与竞
买。

标的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11月14日止。
竞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查阅资料，并于2019年

11月14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栋二楼
联系电话：13976734560(朱先生)
委托方: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第12层
联系人:李增贤律师 13907563701
张克胜会计师 13907555001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4日

车辆定点维修招标公告
我单位委托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对所属80多

辆车定点维修项目组织招标活动，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有意向投标人参

加本项目的投标活动。具体招标内容详见《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购买招标文件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68519119；联系人：王女士。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11月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58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研发楼A
栋204室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共为798.55平方米，租期5
年，挂牌底价为527040元/年。公告期：2019年 11月 4日-
2019年11月18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ejy365.com）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
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1月4日

受委托，兹定于2019年11月25日上午10:00在海南冠亚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安置区 240㎡划拨
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2351.18㎡建筑物房地产（房产证号：
海房权证海字第47166号 ，土地证号：海国用2010字第1064号和
1066号），竞买保证金：130万元。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采取整体、现状、净价的方式，产权过户手
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标的过户过程所发生的税、费以及土地出
让金和拖欠工程款等均由买受人承担；2、标的目前被人占用，拍卖成
交后由买受人自行清场；3、竞买人须具备海南省有关房地产限购政策
的购房资格，竞买人自行向相关部门查询确认。

展示时间：2019年11月11日-20日；
报名时间及地点：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1月22日中午12:00

前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以款到账时间为
准），账号:46001002036053015358；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
行营业部，并到以下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1、主拍单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
联系电话：0898-68582500 18976435423 许先生

2、联拍单位：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义龙西路钟山大厦A座三楼
联系电话：0898-66533938 18689521478 吴先生
财政部驻海南监管局电话：0898-66517609

联 合 拍 卖 公 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
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
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
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
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
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
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
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
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造成或可能造
成开发银行支持领域内国有资产、国民资产损失和危害或可能
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各

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
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经营信息、
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
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
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
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
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
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
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
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等

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
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
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
了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提
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
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开发银行资产损失

的，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家

开发银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号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570311）
电话：0898-68728568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

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19年11月4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1月12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海口市国用（籍）字第J05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
下土地使用权之不良资产或有权益及相关附属权利。竞买保证金：
200万元。

标的物按现所处权利现状和使用现状净价拍卖。标的展示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11月11日。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1月11日17时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之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
联系电话：18689899998 0898-68551218
监督电话：0898-68513689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

“前后卖了6棚鸡，收入1万多
元！”日前，在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的
文昌鸡养殖示范基地里，1万多只文
昌鸡让村民韩开畴夫妇忙得满头大
汗却依然笑容灿烂，“累是累了点，但
把鸡养好了，生活更有希望！”

在韩开畴夫妇的精心照顾下，1万
多只文昌鸡毛色发亮、活力十足。而凤
尾村贫困群众的新生活里，不只有文昌
鸡，还有冬瓜、圣女果等特色种植业。

凤尾村，是文昌市“十三五”期间5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之一，也是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定点帮扶村。以产业扶
贫为抓手，该厅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成
立村集体企业、引进产业项目，引导村

民同合作社、公司等合作，做活了村级
集体经济，助推了脱贫攻坚。

如今，1万多只文昌鸡出栏，为
村集体收入约2万元，带动多名贫困
户户均增收1.4万元；38亩白皮冬瓜
则为村集体创收约15万元。“在继续
做大文昌鸡和白皮冬瓜产业之余，凤
尾村还发展圣女果种植，57亩白皮
冬瓜、45亩圣女果，加上20个鸡棚，
截至目前已为凤尾村集体创收超过
20万元。”省资规厅派驻凤尾村驻村
第一书记王昊说。

凤尾村有文昌鸡、冬瓜、圣女果，东
方市江边乡新明村则有芒果、百香果、
三角梅。新明村曾是深度贫困村，村民
多以橡胶、槟榔谋生，产业发展单一。

“过去，村民因为不懂得生产管

理技术，种出来的水果口感差、产量
低。没有人来收购，自然没人愿意
种。”省资规厅派驻新明村驻村第一
书记兼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于智
强说，通过指导村庄成立专业合作
社，发展芒果、百香果、三角梅、蔓花
生等产业，由合作社为村民提供技术
支持，并给村民提供保底价，村民们
技术有了，产量上去了，腰包也鼓了。

新明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较多，
如何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是于智强在
产业发展外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新明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制定了村庄红黑榜、道德
积分超市等工作制度，评选出积极外
出务工、发展生产、参加电视夜校，以
及和美家庭等典型先进户，同时对田

地撂荒、好吃懒做的典型问题户进行
公开曝光。

“弘扬先进、鞭策后进，切实发挥
了凝聚人心、激发动力的作用。”于智
强说：“村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改善，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得到极
大提升。最近，新明村还成为东方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点。”

提到村民精神面貌，省资规厅派
驻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抱邱村驻
村第一书记罗泽安也打开了话匣子。

“以前，村民们干完农活就聚在
一起喝酒，甚至一喝就是一下午。”对
于抱邱村的“第一印象”，罗泽安记忆
犹新。如今，村民仍会在闲时聚到一
起，酒不喝了，而是打起排球、篮球，
跳起广场舞。“娱乐活动太多，参加不

过来！”村民们笑道。
修建村文化广场、村民活动中心、

灯光篮球场、排球场、阅览室等，举办
排球比赛、田间自行车赛、广场舞比赛
……罗泽安说，通过完善文体设施，组
织各类文体活动，既丰富了村民的业
余生活，也提振了村民的发展信心。

下一步，抱邱村将联手企业打造共
享农庄，发展乡村旅游；凤尾村将谋划
发展旅游休闲农业，目前项目小组正在
同村民洽谈土地、民居等合作事宜。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厅长丁式
江表示，该厅将继续因地制宜、因村
施策，夯实产业扶贫基础，提升贫困
户内生动力，确保贫困户持续稳定
增收，确保村民脚踏实地致富。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扶贫重在内生动力上下功夫

扶贫扶志强“内功”村民脱贫信心足

海南代表团出征全国智力运动会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王黎刚）第四届

全国智力运动会海南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11月
3日在海口举行。此次海南代表团由90人组成，
其中年龄最小的选手8岁、年龄最大的选手72
岁，他们将参加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
跳棋、五子棋等6个大项、33个小项的角逐。

据悉，第四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将于11月8日
至1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省
区市、行业体协总计49个单位近3000名运动员
参加，比赛设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
棋、五子棋6大项57个小项。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陈
蔚林）第155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将于11月4日20时在海南经济
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11月
10日12时3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本期电视夜校是深受海南广大农
民朋友喜爱的农科农技类教学节目，
主题为“防虫网的新搭法和新用法”。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进行收看。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吴
晶）日前，临高县波莲镇花卉产业观光
园内，一簇簇三角梅生长旺盛。据悉，
临高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建设
800亩花卉产业观光园，发展“美丽经
济”，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花卉产业观光园建设目标是集
旅游观光和花卉苗木生产、交易、展
销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目前园内主
要种植三角梅、沉香和金椰子。据介
绍，该产业园于2018年兴建，计划总
投资5000万元，目前已完成投资超

2000万元，预计明年底建成。
该产业园有关负责人介绍，产业

园与波莲镇12个自然村的 285户
1153人签订了“产业扶持协议书”。
由园区免费提供种苗，带动村民参与
花卉种植，同时鼓励贫困户培育爱心
花卉苗，企业再进行收购。今年，爱
心花卉苗培育已达10余万株，有效
推动精准扶贫工作。随着园区的建
成和发展，还将助推临高休闲和旅游
观光农业，以特色、休闲和旅游观光
带动和提升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花卉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万宁市
委相关部门获悉，从 2019 年至
2022年，万宁市将每年选择39个
行政村给予5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
共扶持全市156个行政村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同时投入专项资金
1800万元，依托东山羊、百香果、种
桑养蚕等特色产业，打造2至5个
村集体特色产业发展示范村。

除扶持集体经济之外，今冬明
春，万宁市首先将进一步稳定冬季

瓜菜生产，同时在各镇建设常年菜
篮子基地，力争每个镇（区）新创建
1个到2个常年蔬菜基地。此外，万
宁市将完成9600亩撂荒地登记造
册普查工作，以开发更多土地供农
户发展冬季瓜菜种植。

为增加农户收入来源，万宁市还
将投入200万元在后安镇建设种牛
场、投入700万元建设东山羊种源繁
育保护基地与东山羊种养结合示范
基地，在扶持牛、羊养殖基础上，引
导扩大鸡、鸭、鹅等特色畜禽养殖。

每年扶持39个村发展万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