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温逐日上升，8日最高气温西
北半部地区将升至35℃～38℃

其余地区32℃～35℃

最低气温西部地区升至24℃～26℃

其余地区20℃～23℃

6日至8日，受
南到西南气流影响，全岛晴间多云

制
图/

杨
薇

三亚开C7306、C7320、C7332次列车

海口东开C7313、C7325、C7335次列车

具体车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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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广告

遗失声明
海口百利德高登西手机卖场遗失
海南电信资金往来专用收据，收据
编 号 ：03196892；03196851；
03195000 至 03196804；03196898
至03197001，声明作废。
▲海南晟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杨军）法人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海南东蓠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法人（苏亮）个人印鉴章于2020
年2月26日遗失，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金澜副食商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69028MA5RH
8UD23）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雅轩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809917声明作废。
▲海南龙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减资公告

海南鲁坤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9FQF06）股 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00
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
电话：0898-85899118

流标公告
海秀东路40号毕伦印刷厂1108.4
平方米二层住宅楼（二次招标）项
目，因报名家数不够，故流标。海
南中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陈工
18289679291。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3日

公告
海南精艺大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吴坤锐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470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0年4月17日下午三点整在本
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2日

减资公告
海南华昌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3001万元，请债权人自见
报起45日内向公司报告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符
永滔，联系电话18876678568，特
此公告。

公告
海南河涧堂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叶禾健等五人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
字〔2019〕第302-305、347号）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2020〕第
63-67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523285），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分立公告
海南广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金1988万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460100721263257M，

拟办理公司分立。分立方式：存续

分立。存续公司名称：海南广胜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888万元。分立公司名称为：海

南立龙宸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金100万元。分立前的债权

债务及涉税事项由存续公司：海南

广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责。金

江国用（2010）第4535号的土地使

用权由分立公司：海南立龙宸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所有。特此公告，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45天内来登记相

关事宜。

▲本人陈银芽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0601地块地下室车位
A001 号 收 据 ， 编 号:
HN1839156，声明作废。
▲凌家满不慎遗失琼C8F767车
辆营运证，证号: 469006061284，
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园林绿化管理
中心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12468843557375897Y有
效期2018年3月16日至2023年
3月16日现声明作废。
▲洪放遗失父亲洪育乐骨灰存放
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安乐宫1
架10行7号，声明作废。
▲林焕琨遗失身份证，证号：
450621198406223218，声明作废。
▲林焕琨遗失驾驶证，证号：
450621198406223218，声明作废。

债务催收公告
李丹丹（吴建华）：

李丹丹（吴建华）于2005年8月9

日向本公司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

整（￥200000），用李丹丹名下位

于海口市海秀大道顺发新村A1-

5-2幢 801、901 号房产（房产证

号：海房字第38296号）作为抵押

物。并签有 NO46060717 号当

票、借款合同、还款计划书等。时

至今日你们仍未能完全履行偿还

本金、利息及综合费用的义务，现

债权人要求你们在2020年3月16

日前还清全部欠款，否则我司将诉

诸法律。

债权人：海口华海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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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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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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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买注意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
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必须在挂牌
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3日至2020年3月31日到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出让文件及向东方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
年3月31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3月 31日17:00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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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
起始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8:00；挂牌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2
日15: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4月2日15:00。（五）挂牌时间
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
买申请。（七）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
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海南东方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竞得人按照合同

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八）竞得人取得土地
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
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根据市工业园区《关
于报送东方市东出让2019-26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关联条件的复函》，该宗地拟引进项目为高新技术产业能源类别，控制
标准投资强度为2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为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
标为30万元/亩。（十）竞买人必须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设备，不得转移
使用国内外发达地区淘汰或更新下来的生产线（设备）。(十一)该宗
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十二）该宗地
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
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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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地。（十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
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
相关规定由竞得人支付。（十四）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
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五）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联系人：陆先生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32855875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3日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位置、面积、规划指标、起始价、竞买保证金。

地块编号

东出让
2019-26号

土地位置

东方市华能电厂南侧、滨海
南路东侧，东方工业园区内

用地面积（m2）

60392.81平方米
（合90.589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5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486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486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20]1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深圳市益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6月12日裁定受理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9年10月28日指定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为中国兴南
（集团）公司管理人。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
4月9日前，向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三十层；联系人：戴
棉；联系电话：0898-68526218, 13647503947,传真：0898-
68526218）。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4月16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地址：海
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第十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破10号之二

海南屹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于2019年11月21日公告送达了对贵公司《劳动保障监

察告知书》（乐人社监告［2019］第2号），贵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到
我局做陈述或者申辩，现向贵公司下达《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
名单”决定书》乐人社监黑决字[2020]第1号。

被列入黑名单单位：海南屹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241882229
法定代表人：李兴荣
主要负责人：孙青君
根据《海南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实施细则》第四

条、第五条规定，我局已于2019年7月29日向海南万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在规定期限内你单位未
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根据《海南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实施细则》第八
条、第九条规定，决定自2020年3月3日起将你单位列入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期限为3个月，若你单位在列入期间再次发生列
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违法行为，期满将自动续期24个月。

如不服从本决定书，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
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5号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2楼。

联系人：陈赞生 电话：85596230 传真：85596230 邮编：572500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3月3日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决定书
乐人社监黑决字[2020]第1号

■ 本报记者 李磊

陈成智的朋友圈，清晰地记录了
海南疫情防控轨迹，他第一时间转发
了大量海南日报微信、微博、客户端
以及抖音刊发的消息和短视频。

从大年初一以来，陈成智在微信
群里汇报、布置工作的时间，从上午
8时至凌晨1时甚至更晚，每天在岗
15小时以上，无一日停歇。这是海
南日报新媒体部主任、党支部书记陈
成智的工作常态。

“我很庆幸，这段时间身体没什
么大问题，能让我有相对充沛的精力
战斗在一线，能跟团队一起，每天第
一时间给读者和网民传递省委、省政

府的重大决策，提供第一手疫情通报
和权威资讯。那些冲往一线的医护
人员说，‘我是学医的，这个时候我不
上谁上？’同理，我们学新闻的，这个
时候不冲什么时候冲？”陈成智说。

早在1月25日，大年初一，陈成
智就在部门工作群下发通知，要求部
门所有采编岗人员全员结束休假，进
入值班或待命状态。此前，他多次主
动向省有关部门申请，将海南日报微
信公众号由原来的一天3次推送增
加到10次，最多时，海南日报微信推
送次数多达15次。

在陈成智看来，党报新媒体要
想真正赢得用户和读者，必须要做
到“既接天线，又接地气”，要探索用

网友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宣传报
道。因此，他策划推出“海南战‘疫’
连环画”系列，打造了H5《荆州见
证》《手》，率先在微信平台实现对海
南疫情通报的全天实时监测推送，
同时还在策划超级H5《海南战“疫”
全记录》……

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海南
日报新媒体团队的艰辛付出，让无数
网友见证了海南的抗疫举措和责任
担当，见证了海南多批医疗队及瓜果
蔬菜驰援湖北，也让无数网友第一时
间掌握海南新增病例及出院情况、确
诊患者详细活动轨迹……

截至目前，海南日报新媒体所负
责运营的微信、微博、客户端、抖音、

微视、头条号等平台，发布了图文推
送、H5、短视频、一图读懂、漫画、小
程序等产品，全方位、立体化地报道
了这场全民战“疫”，累计阅读量已经
超过3.4亿。

“我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年前
报社就成立了专门的指挥群，所有社
领导在群，全天候随时发布报道提示
或相关策划、指令；编辑部成立了专门
的‘疫情报道工作群’，从纸媒到网站、
新媒体，集团旗下媒体全都在发力，我
们只是‘战壕’中的一员。如果说我们
取得了一点成绩，那也是整个集团‘大
兵团作战’的战果。”陈成智说。

人手紧缺，工作量剧增，压力剧
增，对新媒体采编人员是个严峻的考

验。陈成智感慨地说：“编发新媒体
稿件，光快不行，首先要确保权威准
确；光求稳，不顾时效也不行。这份
工作，是对从业人员体力脑力的极限
挑战，有时候大家忙得连卫生间都顾
不得上，一直撑到凌晨两点还在发
稿，但值班人员毫无怨言。”

“作为一名从业22年的新闻老
兵，疫情一天不结束，我就会带领大
家继续冲在第一线，绝不撤退！”结束
采访前，陈成智如此给自己鼓劲。

采访结束不久，陈成智的朋友圈
又更新了，他发出海南日报微信公众
号3月1日最后一条推送，此时是3月
2日零时。对于他来说，这就是常态。

（本报海口3月2日讯）

海南日报新媒体部主任、党支部书记陈成智

为战“疫”当好新闻快递员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亚春明

广东徐闻县与海南隔海相望，设
立于此地的琼粤省际联勤公安检查
站，肩负着严密切断违法犯罪人员和
危险、涉案车辆、物品的出入，构筑入
琼通道外围安全防线的艰巨任务。
在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该
检查站首当其冲“站”到了海南疫情
防控最前沿。

按照“关口前移，严把关口，确保
零输入”的工作要求，公安检查站依
法依规加强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
旅客、车辆的劝返分流工作，最大限
度地减少入岛安全隐患。

琼粤省际联勤公安检查站临时
党支部临危受命，扼守出入两省的
海上咽喉，严把疫情防控一线关口，
勇当“过滤器”，构筑查控屏障的铜
墙铁壁。

“疫情是场遭遇战，公安战线

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要义无反顾
冲锋在前，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琼粤省际联勤公安检查站临
时党支部书记文新安近日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该党支部
迅速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传达
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精神，为加强
组织保障，立即成立疫情防控办公
室，与海口徐闻疫情防控指挥部对
接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办公室每天早上召开
碰头会，对前一天工作进行总结，对
新的问题进行研究，对当天工作做出
细致安排。同时，办公室与指挥部每

天互通信息，对发现的新问题共同研
究解决。为加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各个检查站点设立起党员先锋
岗，党员冲在第一线。同时，强化值
班备勤制度，做好对疫情严重地区及
重点人员和车辆的排查工作，掌握底
数、人员基本信息、乘坐船次、人员去
向等信息，为海南防疫下一步决策部
署提供信息支撑。

“公安检查站每天检查进港人员
1万余人，车辆4000余辆，共将17位
重点疫区旅客检测体温异常人员送
卫生部门隔离治疗。民警们被感染
的风险也很大。”文新安说。

采访中，文新安用“压力前所未

有、困难前所未有、考验也前所未有”
来概括当前检查站查控工作的艰巨
及责任之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是常态，每位党员深知自己肩上重
任，没人叫苦叫累。”文新安坦言，作
为党支部书记，他更要以身作则、当
好表率。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
坚守海南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的琼
粤省际联勤公安检查站临时党支
部，连续奋战在一线，他们用执着的
坚守、无悔的信念，履行让党旗飘扬
在防控第一线的庄严承诺。近段时
间来，先后有18名民警向临时党支
部递交入党申请书，以实际行动向

党靠拢。
家在徐闻却没回过家的检查站

六组中队长郑朝聪、顾不上照顾妻子
临产的队员赵国斌、因为疫情发生毅
然选择坚守岗位的廖丹如，都用实际
行动保护着海南的群众。

截至目前，琼粤省级联勤公安检
查站已排查疫情严重地区过海车辆
1099余辆，劝返车辆300余辆。排
查疫情严重地区到港旅客3369人，
劝返旅客914余人。在此期间，确保
无一例体温异常疑似人员和车辆过
海入岛，为海南防疫情输入筑牢了安
全保障。

（本报海口3月2日讯）

琼粤省际联勤公安检查站临时党支部

守住桥头堡 当好“过滤器”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符
转）海南日报记者3月2日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获
悉，海南铁路调整优化列车运行方案，3月3日至9
日恢复开行3对海南环岛高铁动车组列车。

铁路部门提醒，近日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出行
前请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
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琼岛本周最高温38℃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吴

洁飞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者3月 2日上午从海
南省气象台获悉，预计琼岛本周前期东北部局
地有小阵雨；中期东北半部地区阴天有小阵
雨，气温略降；后期各地气温逐日升高，其中8
日西北半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35℃以上的高
温天气。

3月 2日～3日，受东南气流影响，全岛多
云，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小阵雨。4
日至5日，受弱冷空气影响，东北半部地区阴天
有小阵雨、局地中雨，西南半部地区多云间阴
天，局地有小阵雨。

海南环岛高铁
部分列车恢复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