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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鹏不慎遗失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为2000131，特此声

明作废。

▲王千鹏不慎遗失琼海市建设工

程 规 划 临 时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2000）170，特此声明作废。

▲刘道山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110420100029887，执业地

点：海南省。特此遗失声明。

▲张秀兰遗失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执业医师资格证，医师资格：

199812110120103680127326，证

书编码：110460100003861 ，特

此声明。

▲吴宏祥不慎遗失坐落于定安县

新竹镇祖坡村委会祖坡一经济社

的土地证，证号：定安新竹镇集用

（2011）第02744号，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蔡太佳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铺前
镇林梧村委会青龙村南队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
第024107号,特此声明。
▲严忠遗失座落于南海管区南海
圩的宅基地批准书，编号:92-21,
特此声明。
▲海南卓亿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法人章，声明作废。
▲ 琼中营根炫彩图文广告店
（92469036MA5REXT28P）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锡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雅娟遗失海南恒大美丽沙项
目1801地块2号楼504房收据，收
据 号 码 ： HN0041415、
HN0041263、 HN0057342、
HN0114667，声明作废。
▲吴溢劝（于2020年3月24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103199408261214，特 此 声
明。
▲澄迈中兴众兴手机专卖店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代办押金收据，押金收据号：
23513127，金额：10000 元，声明
作废。
▲澄迈中兴众兴手机专卖店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购机押金收据，押金收据号：
31545992，金额：10000 元，声明
作废。

公告
凡在海南省黎母山林场(海南黎母
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原海南
省黎母山林业有限公司)经营土地
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的经营者，
请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
山镇黎母山林场进行土地使用登
记。逾期未来登记者，视为自动放
弃生产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
权，将由我单位自行处置，由此产
生的法律后果由逾期未来登记者
承 担 。 特 此 公 告 。 电 话:
86308141。海南省黎母山林场
（海南黎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站） 2020年3月27日

减资公告
海南锦天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34MA5T7M4U1P) 经 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叁仟万
圆人民币减少至壹佰万圆人民币，
请债权人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子律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拟向
陵水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昌江教勇加油站管理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口鑫楚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各一
枚，现声明作废。
▲四川同创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051001900104，
发 票 号 码 ：05790548，金 额 ：
11977.06元，特此声明。
▲陈景博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29#
105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24943,金额:99434元，声明作
废。
▲胡孝林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16#
102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25489,金额:85262元，声明作
废。
▲周国凤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二组团 6#
205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5319655,金额:45147元，声明作
废。
▲杨子豪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2#202产证费用收
据 一 张 ，编 号:3349069，金 额:
103867元，声明作废。

招商
现本公司有个拼装游泳池项目欲招
供应商。包工包料，规格为50m*
21m*1.3m。地址海南，近期施工，
需确保能通过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验收并出具证书，有意向者
请电联18889919727谢绝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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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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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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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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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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味文昌鸡公坡养殖小区项目

第二次公示
（登报第一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
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http://
hnchuanwei.com/article-
120787- 181492.html。 调 查 范
围：受本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
位和个人及关注项目的单位和个
人。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任何单
位和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
邮件等方式将意见或建议反映给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建设单位：
陈工13807592446，
40281871@qq.com；环评单位：
周工18976680318，
2679048547@qq.com。 起 止 时
间：2020年3月25日-4月8日。

公告
屯昌县人民法院因保管不善，不慎
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16 份，票号为 0517703914、
0517704773、 0481299517、
0517705119、 0517705135、
0517705143、 051770516X、
0517705178、 0517705186、
0517705194、 0517705207、
0517705215、 0517705223、
0517705231、 0517705258、
0508045702，特此声明作废。

2020年3月27日

▲张荣发不慎遗失座落于八所镇
小岭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01807号，
声明作废。
▲琼海市卫生计生监督所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
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
号:2201025309265016059，核准
号:J6410000454303，声明作废。
▲琼海市卫生计生监督所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
行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
号:2201025329200063080，核准
号:Z6410000557903，声明作废。
▲曲宏凤遗失澄迈老城经济开发
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泉小镇C8
栋住宅楼15层 1503室的购房合
同，合同编号：CML000014303，
声明作废。
▲俞燕尔遗失澄迈后海温泉小镇
二期G1-2-1705房的购房合同及
收 据 ， 合 同 编 号 ：
CML000033962，收 据 编 号 ：
NO6070923、 NO6026255、
NO4004695，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海精灵音乐美食吧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81191967，现声明
作废。

▲王岩不慎遗失翡翠花园水云山
庄22栋207房票据肆张，号码为：
0008102、 0008103、 0001933、
0008358，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新椰海足健中心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王耿遗失琼苑路中段武警一支
队院内东华楼4栋2房房屋租赁
证，证号：美房租证001[2018]第
30888号，声明作废。
▲段顺连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机场
路群芳花园C栋311房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41909号，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清群村委会上洋
吴村吴清壮私人印章遗失，声明作
废。
▲海口琼山娟群餐饮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000MA5TG9JH4A，声 明
作废。
▲海口永越印务有限公司遗失印
刷经营许可证副本两本（2-1、2-
2），编 号 ：（海 新 出）印 证 字
201913006号，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罗秋凤小吃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460105MA5T4UDY77, 声 明
作废。

供 求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黄海俊 陈思茹）3 月 26
日，海口海事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海南
省首例海洋环保民事公益诉讼案并当
庭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海南中汇
疏浚工程有限公司、陈锶、海口浏源土
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环境污染
损害860万余元，同时支付鉴定评估
费47.5万元和公告费800元，并在全
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18年10月下旬起，海口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多次接到市民举报，称

海口美丽沙附近海域有运泥船倾倒建
筑垃圾。执法部门通过无人机巡查，
拍摄到了海上倾废行为，随后又当场
截获了涉案运泥船。固定证据后，公
益诉讼起诉人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向海
口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上
述三被告多次实施非法海上倾废行为
并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为由，诉请
判令三被告连带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被告辩称，其倾倒入海的是清
洁疏浚物，毒害含量未超过排放标准
且未对海洋环境造成损害；起诉人主

张的倾倒入海泥土数量计算方法有
误，远超其实际倾倒数量；要求三被告
赔礼道歉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为查明三被告倾废行为造成的具
体损害，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委托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损
害数额进行了鉴定。经评估，涉案船
舶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中含有镉、汞、
镍、铅、砷、铜等有害有毒物质，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量化计86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
就海口美丽沙项目两地块的土石方开

挖及建筑垃圾清运等事项，案外人某
地产公司与浏源公司签订合同，随后
浏源公司又与中汇公司签订合同，将
上述工程中的土方外运和垃圾处置交
由中汇公司完成，陈锶作为后者的经
办人在合同上签字。2018年10月至
12月期间，中汇公司多次将其装运的
建筑垃圾倾倒入美丽沙附近海域中。

法院认为，中汇公司未就案涉建
筑垃圾倾倒入海行为办理海洋倾废许
可证，其海上倾废行为已构成违法，对
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实际损害及持久

影响，亦侵害了美丽沙海域周边民众所
享有的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陈
锶系涉案非法倾废行为的组织协调方，
并派遣其所有的船舶实施非法倾废行
为，且收取了大部分工程款；浏源公司
由初期监管不力演变为放任协作并共
同实施非法倾废行为，故三被告构成共
同侵权，依法应对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环
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因三被告未行
有效举证，故对其相关抗辩不予采信。

综上，海口海事法院依法支持了
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我省首例海洋环保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海上非法倾废 赔偿860万余元

克服疫情影响

琼中今年首批蚕茧上市
本报营根3月26日电（记者李梦瑶 特约记

者秦海灵）3月24日上午，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什运乡什运村的一处蚕茧收购站前，数十名
农户排成长队，忙着将一筐筐雪白的蚕茧递给工
作人员装袋称重。

有着“短平快”特点的种桑养蚕产业，是琼中
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尽管今年首批桑蚕种养期
间遇到了疫情，但在帮扶干部抓好防控、落实点对
点技术指导的努力下，农户们的蚕苗喂养工作并
未受到太大影响。

“今年天气暖和，首批蚕茧的上市时间比往年还早
了一个星期呢。”什运乡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伍和平介
绍，连日来各村蚕茧收购站都是人头攒动，仅3月20日
一天，什运乡便有130余户蚕农售出蚕茧1.65万斤，扣
除种苗款后，农户人均纯收入达2000余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和往年相比，琼中今年
第一批蚕茧的收购价有所下跌，平均保持在每斤
17-18元，但产量略有增长。“疫情期间国内许多
缫丝厂尚未动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蚕茧
销售工作。”琼中桑蚕办主任陈李叶介绍，随着该
县对接冷库解决了蚕茧的储藏问题，目前蚕茧收
购工作正有序恢复。

截至3月24日，琼中各乡镇累计收购今年首
批蚕茧约16万斤，预计全年该县蚕茧总产量将达
250万斤。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海南日
报记者3月26日从相关组织获悉，由诗爱文化人
协议会、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协会、抒情诗学社出版
社联合主办的“潇潇诗集《忧伤的速度》与林江合
诗集《我必须宽容》韩文版新书发布会”日前在韩
国高丽大学百年馆举行。《我必须宽容》作者林江
合为海南中学学生。

记者了解到，由于学业原因，林江合本人未能
来到发布会现场。当天的新书发布会由韩国著名
汉学家、翻译家朴宰雨教授主持。诗集《我必须宽
容》韩文版也是由朴宰雨本人与翻译家金英明博
士合译。

发布会上，朴宰雨对诗集《我必须宽容》给予
了高度评价，阐述了诗集独特的美学价值，并介绍
了韩文版翻译出版的经过。他说：“这些诗既有少
年的童心，又有连大人都难以驾驭的诗性表达，如
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功底，绝对写不出来。”

他介绍，在读了林江合这位年轻诗人更多的
诗歌作品后，他了解到这位年轻诗人在中国已经
享有一定知名度。“如果介绍到韩国应该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吧？这将会激励想成为诗人的韩国
青少年，并成为他们的榜样。”朴宰雨在现场也转
述了共同译者金英明关于诗集的评价：“到目前为
止，我读过诗集以后，如此积极地向周围的人推
荐，这还是第一次。这部诗集的最大优点是篇幅
短，语言简洁和洗练，有四维的意象、丰富的诗意
等，好久没读过如此朗朗上口的诗歌了。”

诗集《我必须宽容》收录了林江合初中三年所
著的作品，归集为四个篇章，诗性记录一位少年诗
人12岁至15岁前成长过程里对过往的感悟、对
当下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感慨。

2002年9月出生的林江合，现为海南中学高中
学生，10岁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系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青年诗人
协会主席团成员。近百篇诗歌在《Poems of the
World》（美国《世界诗刊》）、《诗刊》《诗歌月刊》《中
国诗人》《读者》等发表。获第八届全国青少年冰心
文学大赛金奖、中国好诗榜“发现奖”、第三届中国青
年诗人新锐奖等。其小学诗作结集《神秘星空》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初中诗作结集《我必须宽
容》由作家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发行，并于2019年
12月由韩国首尔抒情诗学社出版发行。

林江合诗集韩文版新书发布会
在韩国首尔举行

海南少年诗人作品走向国外

3月25日，俯瞰海口市江东新区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南岳溪桥段，工人们在进行架梁及桥面系施工。
据介绍，该项目土建投资约15.48亿，截至目前，累计已完成投资额13.29亿元，预计今年6月底完工。建成后将缓

解海口市东部连接外城区的交通压力，对江东新区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刘倩
实习生 吴宇斐

日前，在海口市云龙镇红明农场
的一片胶林内，农业专家、农企人员
正热烈地讨论要如何在胶价走低的
情况下，通过循环种植提高胶园利用
率，提升胶园收益和胶农收入，推进
复工复产。

“哪些是适合肉牛吃的草，这些草
有什么特质，产量怎么样……”在现
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胶集团）总裁李超虚
心向农业专家们请教。

“通俗来讲，王草可以补充牛需要

的能量，柱花草可以补充蛋白质等营
养成分，这些草牛都很爱吃。”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
的牧草专家们回答。

为什么会在橡胶林讨论草和牛？
近年来，天然橡胶市场价格持续低迷，
胶农收入逐年减少，为了“唤醒”胶园
土地的利用价值，海胶集团提出在原
有产业的基础上开展“亩产万元橡胶
综合体”建设，在胶园间作种植牧草、
南药、花卉等作物，实现以短养长、增
收保胶。

去年10月开始，中国热科院副院
长、国家牧草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刘
国道带领牧草和橡胶专家在海南瑞橡

金鸡岭分公司红明片区的200亩橡胶
林隙地种植王草、柱花草等牧草，助力
海胶集团发展养牛产业，让这片土地
在不割胶的情况下“生金”。

“这些草好种、好养护，一个月就
可以割一茬，产量也很高。”刘国道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了指导当地胶
农种草以外，中国热科院的橡胶专家
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联合指导海胶
集团胶园间作种植，并通过给橡胶修
枝等方式，帮助橡胶增产。

疫情发生以来，胶农范伟良经常
到红明农场的这片橡胶林给牧草施施
肥、浇浇水，“橡胶林是2014年种下
的，收益很低。而间种牧草，种养方法

有专家指导，干一天海胶集团还会给
140元工钱。”范伟良说，橡胶林下种
牧草、养牛是个好方法，即便不割胶，
胶农也会有收入。

再过几天，海胶集团购买的200
头肉牛就会到这片胶林中养殖，中国
热科院和海胶集团还会逐步深入合
作，加快复工复产，把耽搁的时间抢
回来。“有了热科院专家科学的种养
指导，这片胶林未来可以采用循环生
态养殖，经过试点推广后，我们逐步
可以实现草多、牛多、肥多、胶多，推
动海胶集团养牛的全产业链发展。”
李超说。

（本报海口3月26日电）

海胶集团挖掘胶园土地利用价值

林下种牧草养牛 不割胶也能“生金”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
医疗物资一定要
通过正规平台购买

本报海口 3月 26 日讯（记者
良子 通讯员王晴）3 月 26 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反电信网络
诈骗中心获悉，近期，我省发生多
起企业购买医疗物资被诈骗案。
为此，省反诈骗中心提醒，企业购
买口罩等医疗物资，一定要通过
正规平台。

据了解，自2020年1月以来，
全省共接到涉“疫”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上百起，涉案金额上千万元，主要
案件类型为借疫情发布虚假销售医
用口罩信息实施诈骗，案件遍及全
省各地。近期，全省企业陆续复工
复产，许多企业急需购买大量口罩、
额温枪等紧缺医疗物资。由于供不
应求，部分企业想从非正规途径购
买，这给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提供了
机会。

诈骗分子一般通过百度、非正
规网络购物平台、微信群、QQ群、
微博、抖音关注好友等方式广泛发
布虚假销售口罩、额温枪等防疫物
资的广告，诱导企业和个人与其联
系。对方往往以厂家要求付定金、
先付款再发货等理由要求转账，然
后提供二维码或银行账户进行收
款，收到钱款后，既不发货，也不还
钱，甚至拉黑消失。我省已经发生
多起类似案件。

省反诈骗中心特别提醒：无
论是通过何种渠道购买口罩等医
疗物资，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
网上购买要在正规有保障平台进
行，线下购买也要通过正规药店、
医药企业购买，不要添加所谓“代
购”“供货商”。尤其收到提及汇
款、转账、提供验证码等信息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再三核实。另
外，各企业负责人还要针对财务
人员严格财务制度，只有通过与
企业负责人再三核实才可以走账
转款，谨防针对财务人员的“电
话、微信、QQ、邮箱”冒充老板类
诈骗的侵害，避免在疫情期间给
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如遇类似
电信网络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到
就近派出所报警，如有疑问可拨打
咨询专线96110。

海口江东新区：

干道建设快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