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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您哪里感到不舒服？把右手伸出
来，我为您把把脉……”近日，在三亚市
中医院进行问诊时，安宝华耐心地询问
患者的病情。

自从前几年成为三亚市天涯区“候
鸟”党支部一员后，每周到三亚市中医
院出诊或下乡义诊，已经成为安宝华重
要的工作。

安宝华是国家卫计委药具中心退
休医生，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40余年，
是北京有名的中医专家。退休后，在三
亚定居、原本可以安度晚年的安宝华并

没有闲下来。“海南气候宜人，人们淳朴
善良，在这里生活很幸福，我一直想着
能为第二家乡做点事情。”安宝华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和中医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安宝
华，把40余载的中医情缘在三亚延续
了下来。每周三上午，他会来到三亚市
中医院的名医会诊室坐诊，每天能给
30名至40名患者看病。

除了出诊，近年来，安宝华还积极动
员组织天涯区“候鸟”党支部医疗方面的
专家到三亚多个村庄、社区开展义诊活
动，对乡村卫生院医生进行医疗技术指
导。“这几天，我们开展了‘迎新春、送健

康’‘候鸟’人才公益活动，在天涯区风情
街党群服务中心、马岭大社区以及南海
社区等地，通过送春联、上门义诊等形式
服务市民。”安宝华说。

去年，经过天涯区“候鸟”党支部大
会推选，有着40余年党龄的安宝华成
为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多了新的身份，
安宝华更加忙碌了。上任后，他组织召
开支部内党员大会，在党支部已设立专
业党小组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艺术、
医疗、科技等8个党小组，并明确各党
小组组长人选及职责，以充分发挥每位

“候鸟”人才的作用，积极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贡献力量。

“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
了丰富的‘候鸟’人才资源。我在三亚
居住了10多年，切身感受到海南对‘候
鸟’人才的关怀和服务。”安宝华说，越
来越多的“候鸟”已经把琼岛当成了第
二家乡，积极参与海南建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关
注来海南过冬的‘候鸟’群体，让他们切
身感受到海南的‘温度’。”安宝华说，这
让他备受鼓舞，今年他计划开设三亚

“候鸟”医馆，将更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引
进三亚，“我希望能继续发挥余热，为海
南的健康事业作贡献。”

（本报三亚1月20日电）

三亚市天涯区“候鸟”党支部书记安宝华：

发挥余热，为第二家乡健康事业作贡献

安宝华（右一）和医疗专家在三亚开展义诊活动。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供 求
▲黄晓梅，刘宁遗失海南保亭庄园
丽都项目购房红联收据一张，收据
单 号 ：NOA0006996，房 号
D3206。现声明作废。
▲王词权遗失海南省海口市人民
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号：
0000252046 个 人 支 付 金 额
9811.43元声明作废。
▲乐东梅岭雅苑休闲观光专业合
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信用
代 码 ：93469033MA5T1L9J86,
现特此声明。
▲韩坤龙不慎遗失坐落海南省乐
东县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五
期一区6幢1008房房权证，证号
为：乐字第spF201606483号，现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公寓了解。谢绝中介。联系人:王
先生。联系电话:13907698573。
联系地地: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
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明月公寓
业主委员会

▲吴德遗失座落于海南省定安县
定城镇跃进南巷2号土地证一本，
证号：定国用（2002）041，声明作
废。
▲海南燕赵锦江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代 码:
08253386-2，声明作废。
▲海口多美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
别号为：460100620390169，声明
作废。
▲程鸿（海德公馆3栋1单元307
业主）遗失海口市龙华区绿地·海
德公馆车位C161缴款收据，金额
14 万 3 千元整人民币，票据号：
0011428，特此声明。
▲海南集利实业有限公司儋州分
公司遗失公章、合同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洋浦中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
本人已将名下宝马X5（车牌号：琼
BR8797）转让给夏宇飞。现因无
法与此人联系，故声明，登报之日
起，该车辆如发生任何意外以及纠
纷均与本人无关。

声明人:黄亚传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204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2月4日
上午10:30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涉案的海砂13722.2m3,参
考价：65元/m3，竞买保证金为10
万元。上述拍卖标的按现状净价
拍卖。展示时间：2020年2月1日
至 3日，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2月3日
下午5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
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
心6层。电话：0898-66736719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2月1日

上午10时在我司公开拍卖：鳗鱼

苗约130万尾，重量约225吨，参

考价：1530万元，竞买保证金：360

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2020年1月31日止。标的展

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报名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

下午 5 时止（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有关详情请关注我司公众号

或网站及前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逾期将不予办理。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

层 电话：13398975899

公司网址：www.hnhxp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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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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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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
我司将现有7个商铺对外招租：1、
临高县波莲镇供销商厦二楼；2、临
高县南宝镇海供超市二楼；3、屯昌
县乌坡镇供销商厦二三楼；4、澄迈
县瑞溪镇海供超市三楼；5、昌江黎
族自治县海尾镇供销商厦二三楼；
6、万宁市来镇农贸市场二楼；7、海
口市海渝中线鑫海华庭一楼商铺。
请有意向者联系卢小姐，联系电话：
0898-68528900 海南省供销集
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9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糜玄名下位于老城镇美桃岭地段
盈滨海湾雨林8号楼303 (室)，不
动产权证号:琼(2019)澄迈县不动
产权第0004095号，因不慎遗失，
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
废，如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材料
向我中心提出申请，公告期满无异
议的或异议不成立的，我中心将补
发新《不动产权证书》。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1月20日

招商公告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明月路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明月公寓住宅小区
拟进行危房改造，有意合作的开发
商请予联系,详细情况请持证来本

▲王修圣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口市
琼山府城镇城东下坎东路桂雅园
新村别墅B1栋别墅的房屋所有权
证，产权证号：琼山府城文庄房字
第970334号，特此声明。
▲蒋莉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园
水云山庄11栋408房收据贰张，
号码为：0001465、0011539,声明
作废。
▲王丁亮（于2019年8月23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103200002191530，特 此 声
明。
▲梁其炽遗失海口椰城出租车有
限公司开具的车辆财产保证金收
据，收据号码：6246265，金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梁其炽遗失海口椰城出租车有
限公司开具的合同履约金收据，收
据号码：6246266，金额：5000元，
声明作废。
▲海口康晖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声明作废。

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资规〔2020〕679号
胡涛向我局申请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琼

山区府城东门跃华别墅区D2幢，宗地四至为:东至人行道、南至
人行道，西至D栋别墅、北至人行道。根据2011年10月9日《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0)美执字第
546号、2011年9月16日《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
定书》(2010)美执字第546-2 号以及地籍测量成果，同意按面积
108.7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给胡涛。如对上述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
报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土地确权手续。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吴淑富住宅楼项目批前公示
吴淑富住宅楼项目位于文城镇清澜开发区溪田符村，国土证号

为琼（2019）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14633号，总用地面积200平方米，
该地块属《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该项目向我局申
报规划报建手续，建设内容为一栋6层框架结构住宅楼，占地面积
2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06.55平方米。拟建建筑位于文清大道二
进地段，周边为老居民区住宅建筑群。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
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
程序对该项目报建方案内容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
（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2月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
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郭伟恒。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2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233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丽晶
支行与被执行人海南上丰实业有限公司、朱良武、陈亦娥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朱良武（身份证号码:
330323196905123633）名下位于海口市金龙路18号温州大厦
501房（海房字第HK212780号）。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 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0898-68644005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一月二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宇泰大厦项目建筑立面调整公示

文昌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文昌宇泰大厦”项目
位于文城镇文清大道西侧地段，总用地面积14690.1m2（折合22
亩），该项目于2014年已核发规划许可证，根据运营需求，建设单
位申请建筑立面调整，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未提及的内容
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对该项目建筑立面调整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
（2020年1月21日至2月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
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
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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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观察员 魏燕

今年的省两会上，有这样一个动人
事例。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统筹区域
协调发展，推动洋浦和儋州、东方、临高
联动发展，共同建设港产城一体的自贸
港先行区。”针对这一内容，参会的代表
们现场沟通部署，决定从交通互联互通
上先行先试。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
第 2 天，洋浦至儋州白马井的公交线路
便开通了，极大便利了两地之间的交通
往来。

会议还没结束，会外已经在抓落实，
相关问题已提上日程、落到实处，这体现

的是直面问题、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反
映出真抓实干、昂扬向上的实干精神。
抓政策落实、促改革发展，需要的正是这
样的工作劲头。在自贸港建设中，我们
乐见更多马上就办的实干精神。

马上就办，体现的是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
没有坐等，没有观望，没有推脱，而是主
动沟通，结合具体工作积极解决，这生动
事例的背后，是坐不住、等不及、慢不得
的紧迫感。海南自贸港建设，是一项长
期性、开创性、探索性的工作，使命艰巨、
任务繁重，容不得半点懒散拖沓、推诿扯
皮，需要全省上下像履职代表一样，拿出

饱满的工作热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
以“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责任担当，做一
件成一件，谋一事成一事，以一天当三天
用的干劲，加快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马上就办，彰显的是舍我其谁的责
任感。在开会讨论的同时落实解决对
策，代表们何以能够“无缝衔接”抓落
实？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责任，肩头
有担当，就是因为他们时刻关注区域
协 调 发 展 ，时 刻 心 系 自 贸 港 建 设 大
局。正是由于有着时不我待谋发展的
责任心、使命感，他们才会形成马上就
办、狠抓落实的行动自觉，才会主动作

为，以实际行动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
贡献。全省上下只要切实树立心系自
贸港建设的责任心、使命感，就能推动
各项决策部署加快落地，推动自贸港建
设早见成效。

当然，洋浦至儋州白马井的公交线
路能如此迅速开通，不仅得益于相关负
责人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和责任担当，
也得益于两会上代表们的现场协调、马
上安排、及时处置。这也给我们一个启
示：让马上就办成为常态，还需要建立良
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快速响应的体
制机制。海南自贸港建设，许多问题往
往涉及多个地区、多个部门，这就需要打

破条块分割，突破利益壁垒，用深化改革
的办法，理顺工作机制，畅通沟通交流，
为推进马上就办、加快政策落实，提供更
加完善的体制机制，营造更加有利的干
事创业环境。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
我们要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以马上就办的实干
精神，以坐不得、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
感、使命感、责任感，一步一个脚印推动
自贸港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弘扬“马上就办”的实干精神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特约记者 刘钊

“不能放松警惕，我一定履行责任，
保护好森林。”1月18日下午，被问及
对2020年的期盼，五指山市林业局水
满乡林业站护林员王国洪说，他呼吁村
民游客加入到保护森林的队伍中，成为
业余的“护林员”，共同保护热带雨林。

王国洪是水满乡牙排村人，已经从
事15年护林工作，自小生活在这片好
山好水中，可谓对五指山的一草一木都
充满了感情。“这些年政策宣传到位，大
家都明白了只有保护好大山才能过上

好日子这个道理。”王国洪欣慰地说。
每天与两三名护林员结伴而行，上

午8点开始一天的巡山工作，傍晚时分
返回保护站，春夏秋冬，日复一日。王
国洪和同伴的工作是保护森林，制止砍
伐树木、烧荒草、捕抓野生动物等破坏
森林生态的现象发生。

“我主要负责的是五指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里什老到沟岭的2807亩林
地，虽然这在整个雨林中占的比例不算
大，但管护好它们，就是我为保护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所尽的一份义务和责
任。”王国洪坚定地说。

王国洪所巡护的五指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核心
区域之一。据王国洪回忆，过去村民们
习惯烧山放牧，焚烧秸秆、垃圾，为了抓
到小鱼仔下河炸鱼的现象屡见不鲜，到
最后山秃了、水黑了。

“现在巡山见不到这种状况了。”王
国洪说，这一切要得益于常年来政策宣
传、法律宣传到位，群众意识提高。同
时，村民也在保护环境中切实感受到保
护带来的就业机会、经济效益：到茶园
上班，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热带雨林环
境好，自己种的茶是原生态无污染的，

供不应求；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吸引了游客到这里赏红叶、漂流，吃上

“旅游饭”……
15年来王国洪用脚步丈量雨林，更

用真情宣传环保。“我不巡山时就喜欢和
村民聊天，见到村里的老人就告诉他们烧
柴火时要小心，和小孩聊天劝他们千万不
要玩火。”他说。

春节临近，这是重要的防火时期，
王国洪和他的同事们不敢有丝毫放
松，带着米饭和水进山巡山，坚守在保
护绿水青山的第一线。

（本报五指山1月20日电）

五指山市水满乡护林员王国洪：

用脚步丈量雨林 用真情宣传环保

五指山市水满乡的红叶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