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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
年12月27日对CN2网络海府节点CN2 S2设备
进行设备替换割接。

届时，该设备下挂CN2 MPLS-VPN业务使
用将受6小时的中断影响。

不便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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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消防工程招标公告
中华坊牡丹园总建筑面积92481m2，地上30层、地下2层,其中

地上住宅48391m2，商业34981m2,人防地下室9107m2。包含消火
栓、通风及防排烟、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喷淋、防火卷帘、气体
灭火系统。包工包料，现公开招标。

报名时须提供的资料：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2、消防工程
施工资质3、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4、近三年在
海南已完消防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报名地点：澄迈县老城开发区中华坊项目办公室
联系人：石小姐 联系电话：13379860764
报名时间：2019年12月21日-31日
招标人：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原海南省澄迈质量技术监督局非税票据遗失，票号如下：
0253270069、0253270077、0253305663
海南省澄迈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所非税票据遗失，票号如下：
0325293674、0325293711、032529372X、0325293754、
0399861259、0399625504、0469756367、0469756375、
0469756383、0469756404、0469756420、0469756447、
046975648X、0469756500、0469756519、0469756586、
0469756615、046975664X、0469756658、0469756666、
0469756674、0469756690、0469756703、0469756711、
0469756738、0469756762、0469756770、0469756789、
0469756797、046975680X、0469756818、0469756826、
0469756834、0469756842、0469756850、0469756869、
0469756877、0469756885、0469756893、0469756906、
0469756914、0469756922、0469756930、0469756949、
0469756957、0469756965、0469756973、0469756981、
046975699X、0469757001，特此声明。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
年12月27日00:00—06：00对ITV增值平台设
备进行升级优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
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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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70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杨洪荣与被执行人海南日升投资
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
日 升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687296054Y)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一街1
号中弘•西岸首府6#楼A单元19层1902室的房产(不动产权
证号:HK 423804)。现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
卖。如对上述查封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在本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公告
股东颜培轩、杨孚红：

我司根据《公司法》及海南世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
鹏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公告通知召开两次临时股东会议，相关事项
如下：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时间：2020年1月6日上午9时。

会议内容：1.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监
事；2.修正公司有关章程。

二、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时间：2020年1月22日上午9时
会议内容：1.股权转让事宜；2.修正公司有关章程。
三、以上会议召开地点均为：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8号海

南房地产信息交易中心内三楼海南利得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会议室。

四、联系人：周天生，15008090338
海南利得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悦海豪庭项目住宅楼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琼海悦海豪庭项目由海南国豪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建设

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区豪华路北侧，用地面积1897.8m2。琼海
悦海豪庭项目修规方案已由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资规审
批[2019]8号)批复文同意建设。现该公司申请太阳能热水系统补
偿建筑面积，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
政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

1.琼海悦海豪庭项目住宅楼建筑屋顶建筑面积205m2，太阳能
集热器面积88m2，热水系统建筑应用建筑面积2791.14m2。太阳
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为69m2。2.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12
月20日至12月30日)。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规划管理组、建设用地现场。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
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规划管理组；(2)意见或
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3)联系电话0899-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7日

八灶社区居民委员会
关于八灶村居民代表选举结果公示
2019年10月19日，八灶社区八灶村居民举行了居民代表选

举。选举现场共计发出选票1056张，收回选票1047张，其中废票
3张，空白票3张，合计有效选票1041张。获得选民票数过半且排
名前27位的居民代表名单及获得票数已在八灶村八灶庙前进行
公示。在公示期间，如对选举结果有异议的，广大群众可以通过
电话、信函、上门信访等方式向八灶社区居民委员会反映。反映
情况要实事求是，提倡实名反映，以便了解核实。

选举结果公示时间：2019年12月21日-2019年12月27日
举报电话：0898—66109093
举报邮箱：j17776856032@163.com
举报地址：海口市龙华路34号贵州大厦1207房

八灶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9年12月20日

公 告
海南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紫竹园二期二标

工程，由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楚湘公司”）承建施
工。现经楚湘公司查实：发现公司内部员工未经公司批准并备案
私自刻制“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紫竹园项目专用章”一枚
（以下简称项目专用章），并将该项目专用章用于对外签订材料购
销合同（协议）、劳务分包合同（协议）。

另，楚湘公司只刻制了一枚“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紫
竹园二期二标段技术资料专用章”（以下简称项目资料专用章）交
该项目部用于施工资料盖章专用。但公司内部员工却用该项目
资料专用章对外签订了一部分材料购销合同（协议）和劳务分包
合同（协议）。楚湘公司在启用该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时，已明确
禁止对外签订涉及经济类的合同（协议）。

现楚湘公司郑重声明：1、我公司从未授权任何人刻制并启用
前述项目专用章。该项目专用章对外签订的所有材料购销合同
（协议）、劳务分包合同（协议）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予认
可；2、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对外签订的材料购销合同劳务分包合
同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予认可。

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2020年海南迎新音乐会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演出单位：厦门爱乐乐团

演出时间：2019年12月31、2020年1月1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乙等70元、丙等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月1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0年1月5日（周日）9:00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在

滨海大道37号海银大厦2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19年 12月 21日，即截止

2019年12月21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关于审议关联授信等业务的议案》等。

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

2019年12月20日上传至本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com

（邮箱密码000601），会议详细文本股东可联系本行工作人员获

取。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66516237，1868953705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1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刊登在2019年11月22日《海南日报》A11版的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
〔2019〕36号]挂牌活动，挂牌截止时间因故延期至2020年
1月2日上午10时00分。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办理挂牌报名
手续截止时间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17时（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我局资格确认时间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17
时30分，其他公告事项不变。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6793886 周先生 吴先生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1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刊登在2019年11月22日《海南日报》A11版的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
〔2019〕37号]挂牌活动，挂牌截止时间因故延期至2020年
1月2日上午10时30分。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办理挂牌报名
手续截止时间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17时（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我局资格确认时间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17
时30分，其他公告事项不变。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6793886 周先生 吴先生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1日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
者12月20日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
到，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将于12月
28日举行通车仪式，届时，我省“田”
字型高速公路网主骨架将搭建完毕。

目前，万洋高速整体工程已全
面进入路面扫尾阶段，各参建单位
纷纷以通车时间为目标，梳理编制
剩余工程清单，倒排工期，加大资源
投入，全力以赴做好最后冲刺阶段
的各项工作。万洋高速路面上的标
示标识和公路上方的警示牌导向牌
均已全部安装到位，多辆高速公路

多功能检测车在进行通车前的测试
路面工作。

据施工人员介绍，万洋高速公路
将实现全程监控，车辆在公路上超速
和违章，前方的电子显示屏将及时显
示违章车辆的信息，驾驶员看到信息
后可以马上到交管部门处理违章，做
到及时告知，免除了不少麻烦。

万洋高速公路起点位于万宁后
安镇，途经琼海、琼中、屯昌、儋州，终
点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公路全长
163.42公里，开通运营后，万宁至儋
州车程将由原来的4个多小时缩短
至1.5小时。

万洋高速公路将于12月28日通车
我省“田”字型高速公路网主骨架将搭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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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嘉积12月20日电（记者袁宇）12月20

日上午，琼海市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琼海
媒体进入“融”时代。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立市融媒体中
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是琼海市积极
适应新闻传播新形势、主动寻求媒体转型升级新
突破、创新服务社会和群众的重要成果，将努力把
市融媒体中心建设成琼海的主流舆论阵地、综合
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

据介绍，自2017年底，琼海市已经开始探索
融媒体建设。目前，琼海市融媒体中心已有效整
合了市属广播、电视、报纸、网站、手机客户端、微
信、微博等媒体资源，将建设策、采、编、发及媒体
舆情监控、传播效果反馈一体的“中央厨房”式的
指挥平台。

下一步，琼海市融媒体中心将通过“一次采
集、多种生成、全媒发布”运行模式，为群众提供

“新闻+舆情”“新闻+政务”“新闻+服务”等综合
信息服务。

本报金江12月20日电 （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于亚楠）12月20日9
时，2019年澄迈“爱心扶贫大集市”
百场百家活动在澄迈县金江镇瑞佳
广场热闹开市。来自澄迈县多个乡
镇的贫困户和合作社带着蔬菜瓜果、
畜禽、蛋类、海鲜等农副产品前来参
加。当天现场销售额及订单金额合
计约75万元。

活动现场，福橙、慧牛牛肉、翔泰
鱼片、龙吉贡米、桥头地瓜等澄迈特
色品牌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批
市民前来选购。“今天带来了100斤

鲜牛肉和50斤牛肉丸，才2个小时
牛肉就全部卖完，牛肉丸只剩2袋
了。”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销售总监赖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爱

心企业澄迈瑞溪瑞香园酒店还与该
合作社现场签订了30万元的订单。

今年以来，澄迈县一共组织了
21场“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

动，销售扶贫农副产品约151万元，
受益贫困户达456户。此外，澄迈积
极推动扶贫农副产品线上销售。截
至12月18日，澄迈扶贫农副产品在
海南爱心扶贫网线上交易总额约
530万元。

本次活动由省供销合作联社、省商
务厅、省扶贫办、澄迈县政府主办，澄迈
县各镇政府协办，南海网执行承办。

澄迈爱心扶贫集市销售75万元

“土农货”上市“秒断货”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我在基地里打了数年工，不仅
脱了贫，今年还把房子都盖起来了！”
12月18日中午，在定安县龙湖镇南
科食用菌有限公司的食用菌栽培基
地（以下简称南科基地）里，龙湖镇尧
石村村民王千兴边搬运菌包边高兴
地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生活的变化。

2016年，王千兴因三个孩子上
学致贫，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那
一年，在龙湖镇政府的帮扶下，王千
兴以扶贫资金入股了南科食用菌有
限公司，并在基地里打起工来。“刚进
基地时，我什么都不会。基地有技术
人员给我们培训，教我们栽菇、育菇、
收菇。”王千兴清楚地记得，在学会种
菇技术后的第一个月，她就领到了近
3000元的工资。

就这样，王千兴在基地一干就是
三年多。除了工资之外，每年她还能
收到项目分红和3600元的工作补
贴，一年的收入超过了5万元。而王
千兴的丈夫则在外打零工，两个人攒
了几年钱，今年盖起了新房子。“包括
我在内，今年光我们村，就有20户人
家盖起了新房，我们都是在南科基地
里打工的工人。”

作为定安县的扶贫龙头企业，南
科基地主要以栽培销售猪肚菇、茶树
菇、秀珍菇、黑皮鸡枞菌等多类食用
菌为主。经过几年的市场培育，南科

基地生产的食用菌远销上海等地，年
销售额可达2000多万元。

“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把产业发展
起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带动贫困户脱
贫。”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孔
利说，自公司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
先后带动380多户贫困户脱贫，基地
里的工作岗位也优先向贫困户敞开。

如今，南科基地在原有1100亩
占地的基础上，又增建了360亩的光
伏大棚。光伏大棚今年6月并网发
电以后，每天可发电4万多度，计划
年收入近千万元。而在光伏大棚不

远处，正在安装设备的自动化生产车
间明年1月份将投产。投产后，原来
需要人工完成的装包、消毒、液体接
种、发苗等步骤，就可以全部由机器
自动完成，效率将极大地提高，“1.5
万个包需要40个人做一整天，以后
用机器，8个人一天就能做10万个
包。”吴孔利说。

生产实现了自动化，是否意味着贫
困户就没有工作岗位了？吴孔利早已
为贫困户接下来的工作做足了安排。
在南科基地不远处，400亩的林下养鸡
场发展势头很足，作为近年来探索的项

目之一，养鸡场一年可以出栏6万只鸡，
同样需要贫困户加入养殖工作。

明年，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还计
划饲养和牛、种植榴莲蜜等热带果
树。“废弃的菌包可以用作和牛的饲
料，牛粪又可以用于果树的堆肥，实
现循环农业发展。”吴孔利说，多个项
目共同发展，才会让贫困户收获更多
的希望。为了保证贫困户脱贫不返
贫，公司计划培训贫困户学习养牛，
再由公司统一回收销售，以达到增加
贫困户收入的目的。

（本报定城12月20日电）

定安县龙湖镇南科食用菌栽培基地多个产业项目助农脱贫

让贫困户“富”在产业链上

海南省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
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海报集团获全省第二名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马啸威）2019年海南省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
总结表彰大会12月20日上午在海口召开。会议
总结了此次演练的创新举措，归纳了我省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单位网络安全共性问题，分析原因并
对下一阶段网络安全工作进行部署。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
要思想，落实《网络安全法》，提升我省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单位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能力，
加快构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网络空间安全保障
体系，11月4日至12月13日，省委网信办联合省
委宣传部、省委人才发展局、省公安厅、省工信厅
等15家单位，联合举办了2019年海南省网络安
全实战攻防演练。全国20支顶尖渗透团队受邀，
依托奇安信集团专业技术平台和服务力量，对我
省30余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运
营使用单位，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网络安全实
战攻防演练。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为指引，以符合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标准为总要求，以《网络安全法》为依据，以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为抓手，进一步深化
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位，以演促整、补齐短板，切
实抓好安全整改工作，不断增强我省网络安全整
体防护水平，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安全
网络空间贡献网信力量。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在此次演练中位列防守队
全省第二名，获得优秀防守单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