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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伟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47- 2602 购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1902242；房款收据 1 张，编号
HN1808858，维修基金及代收费
收据一张：编号HN1809073，声明
作废。
▲陈高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20683199507106131，特此
声明。
▲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王英遗失城北世家B10-07的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0019204 ，
金额：50000元整，城北世家B10-
07 的 认 购 协 议 一 份 ，编 号 ：
CB2017111706，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某单位选定招标代理机构的

公告
经我单位对报名参选的61家公司
进行资料审阅、诚信审查和实地考
察，确定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亿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正信伟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东风武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
公司、海南天行招投标咨询有限公
司、海南平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易中招投标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等10家公司成功入选我单位招
标代理资源库，特此公告。如有疑
议 ，请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0898-
66279813。

▲刘梅珍不慎遗失主管护师资格证，
证书编号：2001074，特此声明作废。
▲临高县博厚镇乐乐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隆华遗失与儋州恒大滨海
投资有限公司签定的海南.恒大金
碧天下191栋1302商品房的认购
书一份，编号:1903515，现声明此
认购书作废！
▲吴茂娜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护
理 专 业 的 毕 业 证 ，证 号 ：
HN2016211730128，特此声明。
▲吴茂娜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证，证
号：201846000714,特此声明。
▲吴茂娜遗失初级护士证，批准日
期：2016年5月14日，特此声明。
▲符传锦遗失坐落于文昌市东郊
镇中南村委会红莲北村民小组的
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
（2013）第00900号,特此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红太阳学校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法人罗延安私章
一枚，声明作废。
▲陈志兵不慎遗失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发票联，发票代码:
246001590619， 发 票 号 码:
00078905，特此声明。
▲林渊遗失八所镇龙吟路北侧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
（2002）字第462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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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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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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上述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
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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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

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无不良经营纪
录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可申请参加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
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
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
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
3.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

三、竞买规则：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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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至2019年12月16日到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
大厅3号窗口咨询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18日 至2019年12月16日到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9年12月16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12月16日17时30分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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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9年12
月9日8时00分至2019年12月18日10 时00分止。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拟出让的BT-2019-50号地块和BT-
2019-51号地块为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用地，其中：BT-2019-51号
地块用于建设演艺剧场配套用房；BT-2019-50号地块用于建设配套
酒店，竞买人须严格按照县规划部门批准的条件要求开发建设。（二）
竞得人须与地块周边土地的权属方海南农垦金江农场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开发协议，共同开发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三）非保亭注册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五日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成

立全资项目子公司。（四）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须按国有土地出让
合同中约定的开工建设和竣工时间执行，并从项目地块出让之日起
60个月内达产。（五）项目运营后接纳保亭本地人就业50人以上。（六）
BT-2019-50号地块和BT-2019-51号地块年度税收要求为8万元/
亩。（七）拟出让的BT-2019-50号地块、BT-2019-51号地块投资强
度500万元/亩以上。（八）所有地块需实施装配式建筑。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出让地块属旅馆用地和零售
商业用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
块，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地块涉及平整
场地、清杂地上物质、地上地下电线路、光缆的迁移等费用由竞得人负
责。（二）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认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参考范本请参阅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门《关于实施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
（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
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本
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挂牌佣
金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支付。（五）本次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必须
在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日内，分别与项目产业主管部门（县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该项目《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准入协
议是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不按期签订准入协
议或出让合同的，视为竞得人自动放弃成交权力，竞得人应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六）竞得人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已缴交的保证金可抵充土地出让金）。（七）
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
价。（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兴中路园林巷、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联系人：邢先生 杨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666228 65303602 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8日

宗地名称：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BT-2019-50号地块 宗地面积：
旅馆用地

40008.14m2（60.01亩）
出让年限：

宗地坐落： 原三道农场二区十六队
40年

容积率≤0.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建筑高度≤12米
4200万元
1058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BT-2019-51号地块 宗地面积：
零售商业用地

10000.01m2（15亩）
出让年限：

宗地坐落： 原三道农场二区十六队
40年

容积率≤0.8、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建筑高度≤12米
1500万元
1521元/平方米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7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国贸大道49号中衡大厦第
8层B室房产。标的建成于1994年，建筑面积：490.76㎡，房屋
用途：商务金融用地/非住宅，挂牌价481万元。公告期为：2019
年11月18日至2019年12月2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
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
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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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1月18日

姓名：王宏宽

职务：澄迈县退休公务员

读报年头：47年

读者名片

栏目投稿邮箱
hnrb2020@163.com

海南日报热线电话
966123

《海南日报》

相伴四十七载，《海南日报》成了90岁老人王宏宽一家的情感纽带——

《海南日报》影响我家三代人

■ 口述/王宏宽
整理/本报记者 余小艳

虽说我90岁了，但是多年来每天
坚持看报的习惯没有变。下午2点午
睡醒来，窗台上放置着邮递员中午送
来的《海南日报》，趁着精神劲儿正足，
我戴上老花眼镜，开始细细阅读起来。

我与《海南日报》结缘，要追溯到
1972年。那一年，我工作调动至澄迈
县水电局财务岗位。工作之余，我阅
读单位订购的各类报纸杂志，其中就
有《海南日报》。

那个年代的澄迈，报纸算是稀罕
物，普通老百姓读报都是在公共读报
栏，只有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
才有机会手捧《海南日报》阅读。我十
分珍惜每天的《海南日报》，各个版面
反复看个尽兴。它权威且实用性强，
常刊登党委、人大、政府出台的政策文
件、法律法规以及关于财政的工作报
告等，我会细细研读，以此提高自己的
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

傍晚回家，我喜欢给孩子们介绍
报纸上的要闻政事，分析国内形势，帮
助他们开阔眼界，从小培养孩子们爱

国爱党的意识，告诫他们努力学习，将
来为国家贡献力量。孩子们受到潜移
默化的影响，也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
惯，每到放学，争着到办公室来看完当
天的报纸再回家。

1979年，我自费订了一份《海南
日报》，特意带回家给孩子们看。那时
候每天一份《海南日报》是1角钱，相
当于2斤蔬菜的价格。算下来，一年
的订报费是36元。我老伴有些舍不
得，旁敲侧击地给我提了几次意见。
但在我看来，《海南日报》的价值不能
用金钱来衡量。

从那时起，全家人一起看《海南日
报》成为每天必做的一件事。不仅如
此，但凡从《海南日报》上看到重要新
闻、好的文章，我都会跟孩子们一起动
手，把报道剪切收集起来，分门别类，
用订书机订成小册子，或是汇总成厚
厚一沓，两端打上孔，用棉麻绳做成书
籍，以便时常温习、翻阅。

值得一提的是，我从《海南日报》上
也看到了不少与我家庭成员相关的
喜讯。1988年7月，我的小女儿参加完
高考，等待录取。一天清晨，我在南渡
江畔散步，依稀听见广播里公布了高考

录取分数线，于是着急往家里赶，在半
路上碰见小女儿，我们两个人都十分心
急，不约而同地说看《海南日报》。

当天《海南日报》还未送到家里，
我们又实在等不及，于是我赶往单
位。果然，当天的《海南日报》刊登了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消息，小女儿的分
数还高出了当年理科国线几十分，我
心里直呼：好啊！踏实了！

这样令人欢呼雀跃的喜事，往后
又再次出现。1999年，我的大孙子考
大学那年，我在《海南日报》上看到孙

子被大学录取的名字。真的是漫卷
《海南日报》喜若狂，当即归家告诉子
孙，祖孙三代共同分享读报的喜悦，并
把此版《海南日报》收藏起来。

更令我欣慰的是，小女儿考上大
学之后，又到国外留学，最终毅然放弃
国外的高薪工作机会，为海南建设，国
家发展出智出力。大孙子大学毕业之
后，响应国家号召，入伍服役十几年，
后来进入司法部门工作。依我看，他
们的人生选择与《海南日报》的影响有
很大的关系。

如今，我每每在《海南日报》上看到
反腐倡廉，扫黑除恶等相关新闻，还会
以此教育后辈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
精神，在工作中不忘初心。后辈们没有
辜负我的期望，也没有辜负这么多年从
《海南日报》上吸取的精神养分，在各自
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栉风沐雨40余载，感谢《海南日报》
一路陪伴着我和我的家庭，它也作为一
个情感纽带，把我们家族成员紧密团结
在一起，共享新时代的盛世繁华。

（本报金江11月17日电）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听说这几天，你
们拿着演唱会门票在海口吃饭、住酒
店、购物都可以打折，我太羡慕你们
了！”11月16日晚的2019华晨宇“火
星”演唱会上，在现场互动环节，华晨
宇特意向海口市对此次演唱会的支持
和对歌迷的善待表达了感谢。

因一年仅举办一次，每年的华晨
宇演唱会已成为超级大IP，吸引着各
地的“火星人”（对华晨宇粉丝的称呼）
蜂拥而至。海口以此次演唱会为切入
点，为众多歌迷精心推出吃、购、娱等

一系列打折促销活动。外地歌迷在享
受视听盛宴之余，纷纷前往体验海口
的美食、免税购物和特色景点，让演唱
会经济叠加效益持续释放。

看完演出，逛免税店，免税店成
为大批“火星人”的首选。为了让广
大“火星人”高兴而来，满载而归，海
口开设了从演唱会场馆直达免税店
的大巴车，并将免税店的营业时间延
长到凌晨1点。同时，海口美兰机场
免税店、日月广场免税店均为“火星
人”推出了多重优惠活动，不仅可以
领取免费代金券，持演唱会门票购物

还可打8.5折。
16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日月

广场免税店看到，货架和收银台前都
排了长长的队伍，许多人在国际一线
品牌货架前选购商品。“雅诗兰黛精华
眼霜市场价510元，‘火星人’专享8.5
折，仅售327元，我和闺蜜一人买了一
件。”来自上海的李女士说，设在市区
内的免税店交通非常方便，期待下次
再来还可以享受“免税折扣大餐”。

这几日，日月广场内的餐饮店的
生意也非常火爆，很多店一座难求，具
有海南特色的风味美食最受欢迎。“我
带着几个外地歌迷一起来聚餐，他们
点名要吃椰子鸡、清补凉，大家都觉得
味道很棒。”王女士是华晨宇全球歌迷

会海南分会分的成员，“每年一次的演
唱会也是我们‘火星人’的聚会时间，
今年在海口举办，我自然要尽地主之
谊，带大家在海口好好逛吃”。

每场演唱会结束后，很多歌迷都
涌向了海口的各大夜市。夜市商家们
除了推出打折活动，还在电子大屏上
循环播放华晨宇的演唱歌曲。

因不少歌迷要连看3场，“演唱
会＋旅游”成了标配。持“火星”演唱
会门票进入火山口公园享受门票48
元、用餐8.8折的优惠；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也推出了门票8.5折、火烈
鸟餐厅用餐9折优惠。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相关负责
人说，冬季是海南旅游旺季，多个演唱

会接连在海口开办必将为旅游市场带
来大批客源，为旺季旅游再添一把火，

“景区将适时根据需求，推出个性化的
服务，让大家感受海口的热情、风情。”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口跨年狂欢季活动将持续至2020
年元宵节，共安排 160 余场系列文
体活动。继“火星”演唱会后，湖南
卫视海口跨年演唱会、陈慧娴演唱
会、草莓音乐节、理查德·克莱德曼
音乐会、郎朗钢琴演奏会、周杰伦嘉
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将陆续呈现。
海口各部门将紧紧抓住此次契机，
创新活动方式，提升服务质量，精心
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切实
扩大旅游消费。

华晨宇演唱会经济叠加效益持续释放

粉丝经济搅热海口文旅市场

王宏宽老人正在家里阅读《海
南日报》。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第156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第156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1月18日20
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11月
24日12时3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本期节目作为脱贫致富电视夜校3周年特别
策划，将以回访贫困户和脱贫户、现场推介扶贫农
特产品、集体宣誓等形式，在回顾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3年来的成果的同时，表达扶贫干部及贫困群
众咬定目标一鼓作气，确保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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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跑海南”文昌站报名火爆
个人组10公里名额已满

本报文城11月17日电（记者李佳飞）由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以及
文昌市政府共同举办的2019“奔跑海南”环岛全
民健跑（文昌站）活动将于本月24日早上8时开
跑。截至11月17日14时，报名人数已突破1200
人，个人组10公里报名人数已经满额，个人组5
公里剩下43个名额，亲子组5公里剩下12个名
额，情侣组5公里剩下76个名额，均接近满额。

目前，报名还在持续进行中，有意参加活动者
依旧可以登录“海报文体”官方网站（http：//hn-
daily.saihuitong.com）报名，或通过“奔跑海南融
媒平台”微信公众号报名。线上报名不成功或团队
大量报名的可通过线下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

据了解，为吸引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到活动
中来，主办方为此次比赛的个人10公里组前10
名设置了奖金。

关注“奔跑海南”
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

首届省中国画学会作品展
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卫小林）11月16
日上午，海南省中国画学会揭牌仪式在琼台师范学
院举行，“南国情深 丹青绽放”——首届海南省中国
画学会名家作品邀请展同时在该学院美术馆开幕。

海南日报记者从揭牌仪式上获悉，海南省中
国画学会由省旅文厅主管，是本省从事中国画创
作研究的画家、学者自愿组成的学术性、专业性、
地方性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首届海南省中国画学会名家作品邀请展展出
了全国各地旅琼著名画家创作的精品力作130多
件，题材主要是海南山水、人物和物产等。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9中国帆船年度颁奖典礼
11月16日晚在海口举行。海南男子
帆板RS：X级选手毕焜获得年度最佳
男子运动员称号，这是毕焜连续第二
次获得该项荣誉。

本届中国帆船年度颁奖典礼设有
11个奖项。女子帆板RS：X级选手
卢云秀获得了年度最佳女运动员称

号。国家帆板队原主教练王立荣登中
国帆船荣誉殿堂，成为继郭川后，中国
帆船荣誉殿堂第二人。

此外，海南省和海口市还获得
了多项奖项，包括优秀帆船城市奖、
年度国内优秀航海赛事、中国家庭

帆船赛推广奖、年度国家队集体贡
献奖等。

展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毕焜

对中国帆船帆板充满信心，“我必须
努力，因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
己，要为国家、为海南奋斗争光。”

2019中国帆船年度颁奖典礼海口举行
海南选手毕焜蝉联最佳男子运动员称号

“美丽乡村·幸福吉阳”
摄影大赛落幕

本报三亚11月17日电（记者徐慧玲）11月
16日晚，2019年三亚市吉阳区第三届“美丽乡
村·幸福吉阳”摄影大赛颁奖典礼在大东海广场举
行。此次比赛共收到近2000幅高质量参赛作品，
最终评出金奖1幅、银奖2幅、铜奖3幅、优秀奖
20幅，金奖获得者将获1万元奖金。

据了解，2020年吉阳区第四届摄影大赛主题
定为“光影见证·吉阳五年”，将通过征集老照片、
组织现场摄影两种方式进行。

本次摄影展活动由三亚市吉阳区委、区政府
主办，三亚市吉阳区委宣传部承办，南海网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