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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印章遗失声明
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七建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综合教学实训大楼工程”技术资
料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如有他
人使用和冒用该印章从事的任何
行为均与我司无关。若因此导致
我司损失的，我司将依法追究其法
律责任。

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8日

▲王巍峰遗失法律工作者执业证，
证号：32101011100405，特此声
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万宁绿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谢锋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1199012311918，特此声明。
▲海口秀英悦尚奢谜美容院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0000MA5T832P13，声
明作废。
▲李欢于2020年5月17日遗失身
份证，证号：51370119990226061X，
声明作废。
▲ 谢 锋 遗 失 驾 驶 证 ，证 号 ：
460001199012311918，特此声明。
▲海口鑫讯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楚道阳遗失儋州中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B31-607号房购房收
据一份，编号:N017170034084，金
额:280000元,声明作废。
▲楚道阳遗失儋州中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B31-607号房购房收
据一份，编号:N017170034828，金
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楚道阳遗失儋州中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B31-607号房购房收
据一份，编号:N017170068058，金
额:574608元,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雄旺商行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通知
欧阳丹丹：

因您违反与我司于2019年12月3

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的逾

期未缴纳租金、物业服务费、水电

费的约定，给我司造成损失。我司

自即日起解除该合同，收回租赁

区，且我司保留进一步追究您法律

责任的权利。特此通知

海南美联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注销公告
海口蕊扬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01005624090196）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德宝贸易有限公司拟向海口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735821352Q）。

请相关的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

此公告。

▲本人夏国清，孙凡遗失海口绿地
鸿翔置业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
422432 元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0018435 开具时间 2017年 11月
28日，250000元收据一张，收据
编号:0019147开具时间2017年
12月21日，现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添鸿嘉韵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市规划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遗失银行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20003358701，现声明
作废。
▲文昌锦秀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
作废。
▲王俊（身份证号：510722197806
08568X）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准字01017940号，特此声明。
▲练荣兴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文明
东路250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 海 口 市 国 用（2002）字 第
000441号,声明作废。
▲万宁万众渔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琼万宁10186号渔船渔业船舶
所有权证书，登记号码001186，声
明作废。

公 告
海南东方之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君宝等十七人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
字〔2019〕第674-689、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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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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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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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减资公告
攻略互娱（海南）互联网科技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GWQ943）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伍仟万圆整
减少至贰仟万圆整，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联系人:曾杰，联系电话：
1393037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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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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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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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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6月5日上午
1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美
舍小区河湾别墅第12栋房产，建
筑面积为446平方米,竞买保证金
5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
之日起至2020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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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
日下午 5时止（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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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 址 ：www.
hnhxpm.net.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
国际金融中心9层 电话：0898-
6520360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经营权终止公告
海南远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儋州分公司经营权于2019年 12
月30日到期终止。2020年01月
01日后任何冒用海南远大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名义
开展业务都是非法的。特此公告。
海南远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旅游协会变更启事
五指山市旅游协会于2020年5月

13日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员大会

特别会议。因部分会员工作岗位

或联系方式变更，不能取得联系。

现将本次会议决议登报通报，凡未

能参加本次会议的失联会员将根

据协会章程及相关规定予以自动

退会处理。协会秘书处申诉联系

电话：18976175016 纪洋

五指山市旅游协会

2020年5月19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200511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高集用(2011)第 10232号，

权利人姓名:许振武，不动产坐落:

东英镇居留村委会禾登经济社，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证，以

上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5月11日

股权转让公告
三亚景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近期

股东发生变更，请相关债权人进行

债权登记。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尚未登记者，视为自动放弃

相关法律权益。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先生

电话：13876869885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5月29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

状净价公开拍卖下列标的：①儋州市排浦镇6509.6m2临海商业用地
使用权（与海花岛一海之隔），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②海口市五指
山路1-1号珠江大厦03层550.48m2整层商业房产，参考价人民币
500万元，保证金100万元；③定安县南丽湖开发区两块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45.86亩及22.89亩，参考价人民币80万元/亩，保证金1000
万元；④文昌市文城镇文东路125号明珠豪庭共四栋，每栋15层，房
屋建筑面积共47028.07m2（其中铺面约 5000m2），参考价人民币
6000元/m2，保证金300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
报之日起至2020年5月27日止。收取竞买保证金及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20年5月28日17:00止，以
款到账为准。有意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按规定时
间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玉
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网址：www.typm.com 微信公众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

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
海府罚字[2020]5号

海南好美家商贸有限公司：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土地登记证

号为海口市国用（2016）第005730号、面积为1263.91平方米的
国有建设用地，存在因你公司原因超过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两
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情况。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
和《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现决定依
法无偿收回你公司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海南省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口市人民政府
2020年3月13日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打好脱贫攻坚战，贵在精准，重在
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如何在产
业扶贫上提升精准度，是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收官战的关键。

5月18日，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2020年，我省将通过加大财政资金
投入、优化谋划产业扶贫项目、因地
制宜选准扶贫产业、加大建设扶贫产
业基础设施等多举措，做好精准扶
贫，夯实脱贫攻坚根基，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优化产业扶贫项目谋划

我省将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产业扶
贫力度。2020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发展资金）安排用于产
业扶贫项目的资金规模要达到50%

左右，此项要求将纳入2020年度市县
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范围。

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市县要高度
重视产业扶贫项目库建设，统筹考虑
本地区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任务，坚
持长短结合、精准施策，精细投入，扎
实谋划一批市场前景好、带贫效益好、
群众满意度高的产业扶贫项目，及时
纳入年度脱贫攻坚项目库。同时做好
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入库项目成
熟、有效，在项目资金到位后即可马上
实施，形成“项目等资金”而不是“资金
等项目”的局面。

因地制宜选准扶贫产业

精心打造“一村一品”

因地制宜选准扶贫产业，打造“一
村一品”扶贫产业发展格局，抓好农业
扩种增养。推动落实《海南省特色产
业目录和认定标准》，实施“6+3”特色
扶贫产业。各市县（区）要指导乡镇把

发展庭院经济作为贫困户自我发展
“6+3”产业的重要方式，侧重引导带
贫主体发展“6+3”产业。各市县（区）
要制定本年度“6+3”特色扶贫产业推
进方案，深入推进贫困地区扶贫产业
提质增效。探索建立扶贫产业奖补制
度，利用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对贫困户
发展“6+3”产业给予奖补支持。

完善产业扶贫利益分配机制

坚决防止简单发钱发物

完善产业扶贫利益分配机制，下
大力解决产业扶贫“一股了之”“一发
了之”“一分了之”问题。按照相关文
件要求，我省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涉农资金等实施的资产收益型产
业扶贫项目，按相关资产管理文件进
行精细确权。对归属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资产收益，用于补助建档立卡贫
困户、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含扶贫资
产管护）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
面，实行差异化分配。市县打赢脱贫
攻坚战指挥部统筹，扶贫部门牵头根
据各乡镇实施产业扶贫实际情况，分

类指导制定资产收益分配方案，鼓励
通过设置村级公益岗位，选聘贫困户
参与劳动获得收益，坚决防止简单发
钱发物。

加大扶贫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扶贫资产管理

农业农村部门在谋划生猪复产、农
产品仓储和初加工、品牌农业、特色小
镇和美丽乡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
目时，将充分考虑项目对贫困地区扶
贫产业的带动作用，加快构建以农业
农村资源为依托、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为核心的产业体系，为贫困地区和贫困
群众脱贫增收、逐步致富提供长期稳定
的支撑。澄迈桥头镇、文昌东路镇和
抱罗镇、临高博厚镇、乐东佛罗镇以及
2020年新认定实施农业产业强镇项
目的乡镇，将配套资源力量，支持贫困
群众发展与主导产业相适应的扶贫产
业，发挥农业产业强镇带动作用。

提升电商服务站服务能力

拓宽贫困户农产品销售渠道

我省将继续完善县域电商服务
中心职能、进一步调整农村电商服
务站建设思路、继续打造一批电商
上线品牌、建设好县域电商产品集
散中心。同时，积极推动电商新业
态落地，抓住直播电商发展契机，推
动淘宝大学电商人才培训项目落
地，重点建好海口、三亚电商直播服
务中心以及电商进农村示范县电商
直播服务基地，开展直播人才孵化
工作，并携手阿里巴巴实施“村播计
划”等。

建立防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
制，鼓励监测对象参与农村项目建
设。今年，我省将对具备发展产业
条件的监测对象，加强生产经营技
能培训，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动
员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村创
业致富带头人等带动其发展生产。
同时鼓励监测对象参与农村项目建
设，特别是对一些退出人工养殖野
生动物的贫困户，我省将采取有力
措施进行帮扶。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白沙输送110名农民工
赴深圳务工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6人

本报牙叉5月18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黄晓莹 符俏剑）5月18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人社局办公大楼前，110名带着行李的农民工在
有序通过体温测量等身体健康检查后，从白沙乘坐
务工输送专车前往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务工。

白沙人社局局长郑群介绍，为促进贫困人口
打工脱贫增收，近日，白沙积极主动对接深圳比亚
迪公司，在了解到该企业目前急需招工后，立即组
织各乡镇农民工赴深圳比亚迪公司务工。据悉，在
这批110名务工人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6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复工复产以来，白沙
加大力度引导贫困劳动力特别是零打工贫困家庭
劳动力外出务工，驻村扶贫干部积极动员有劳动
力的贫困家庭人员外出务工，同时帮助解决外出
务工存在的实际困难。

此外，在掌握贫困劳动者的打工意愿，做好与
企业定向劳务对接的基础上，白沙坚持通过集中包
车输送方式，扎实做好“点对点、一站式”服务工作。

资金投入精确，项目谋划精心，分配机制精细

我省产业扶贫精准发力有实招
东方输送107名
贫困劳动力赴深圳务工

本报八所5月18日电（记者张文君）5月18
日上午，东方市组织贫困劳动力赴深圳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务工欢送仪式在东方市委、市政府大院举
行。“出发！”欢送仪式结束后，3辆大巴车满载着东
方107名贫困劳动力驶往深圳比亚迪公司。经过
10多个小时车程，大巴车将抵达目的地。

当日，来自东方市各乡镇的107名贫困劳动力
佩戴口罩，有序登上大巴车。“为响应海南省发动贫
困劳动力赴比亚迪公司打工的号召，4月底，向各乡
镇发出外出务工倡议，通过报名、筛选、体检，此次
共有100多名贫困劳动力符合条件。”东方市就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芳壮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抵达
比亚迪公司后，这些贫困劳动力将直接上岗、跟班
学习，参与口罩生产，每月大概有4500元至6000
元不等的收入，并免费住宿，由公司提供餐补。

据了解，为保证务工人员安全抵达目的地，东
方专门安排3辆大巴车免费输送，并在每辆车安排
工作人员随车服务，扎实做好“点对点”服务工作。

“帮扶责任人告知务工消息后，我第一时间报
名了。这是我第一次去省外务工，机会难得，一定
好好干。”东方市大田镇罗旺村27岁的贫困劳动
力符运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前，他一直在家务
农，收入不太理想，希望这次省外务工能给家里带
来一笔不错的收入。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两手抓的要求，东方积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多渠道推进就业
扶贫工作，促进贫困劳动力务工脱贫增收。目
前，已通过人社等部门积极组织有意愿外出务工
的人员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工
实现就业。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劳务输出工作，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把劳务输出工作推上一个
新的台阶。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陈
蔚林）5月18日晚上播出的第180期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到东方
市大田镇乐妹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联春
担任主讲嘉宾，向观众分享了乐妹村
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

王联春自2015年7月开始驻村
以来，持续建强基层党支部，带领村里
发展兰花产业，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带
领乐妹村这个“十三五”深度贫困村在
2019年底实现了整村脱贫出列，全村
102 户贫困户 467 人全部摘掉“穷
帽”，成为东方市整村脱贫的样本。

王联春介绍，结合乐妹村实际，从
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开展扶贫工作——

一是扎实抓好党建工作，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通过送党课进村、组织党员
干部到海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培训学
习、赴延安红色基地专题培训等活动，
锤炼了党员的党性，督促党员走在脱
贫攻坚前列，带领村民脱贫奔小康。

二是深入开展教育扶贫，彻底斩
断贫穷“遗传链”：先后协调海南大学
和东方市教育局，修建教师周转房6
间、篮球场1个；兴建小学图书室，藏
书2000多册；创建暖阳书屋、建立海
南大学志愿服务实践基地、科技文化
图书室，海南大学53个学生团支部还
与乐妹村53户在读学生的家庭“一对

一”开展结对帮扶。
三是培养乡土人才，实现产业兴

旺：根据秋石斛喜欢高温、湿润、阳光
充足环境的特性，工作队经过充分的
市场调研后，决定利用乐妹村独特的
热带气候条件，采用“政府+高校+党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发展秋
石斛兰花产业。

最后，王联春还和大家谈起了乐
妹村发展的下一步规划：一是打造全
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
把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结合起来；二
是整合兰花及周边的果园采摘、垂钓
等优质资源，开辟“农旅结合+鲜花
实操培训”新项目；三是建立花卉专
业教学实践基地，与科技发展紧密相
连；四是研发兰花新品，延长产业链，
增加附加值。

观众可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
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
本期节目。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分享乐妹村脱贫经验

壮大集体经济是关键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明宣

在琼海市中原镇沙坡村，脱贫户
何业文的脱贫故事广为人知。提起
他，村里人纷纷竖起大拇指：“他是脱
贫好榜样，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劳一步
步把日子过好，值得学习！”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何业文
家的养猪场，只见他正在用清水冲刷
猪圈。“一个是要清洁猪圈，再一个是
天气太热了，要给猪降温。”何业文边
忙边说。

过去，何业文一家靠种地为生，由
于家里人多地少，且一没资金二没技

术，生活非常艰苦，2014年被列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村里对我们这些贫困户很重视，
一遍遍走访，了解我们的想法。”何业
文说，自己有手有脚，被列为贫困户感
觉面子上过不去，但又苦于没有门路，
不知道如何增加收入。

“他很有志气，说只要村里肯帮
他，他一定会努力脱贫。”何业文的帮

扶责任人王存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经过反复沟通之后，2016年，村委
会给何业文购置了5只猪苗和一些饲
料，帮他走上了养殖肉猪的脱贫路。

“刚开始，在饲养过程中遇到各种
问题，我就到别的养殖户家里去学
习。”何业文说，养殖肉猪的起步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但在养殖能手帮助下，
他逐渐走上了正轨。

后来，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
何业文认真学习，用心钻研技术，并积
极实践，逐渐地掌握了养猪技术。到
2019年，他家的肉猪存栏量已达100
多头，年收入超过30万元。

除了养猪，何业文如今还成了村
里饲养家禽的能手，养殖了2000多只
鸡、900多只鹅和100多只鸭。

不仅仅挖掘养殖潜能，颇有经营

头脑的何业文，还在琼海市区经营起
了一家特色经济饭店，深挖自己的经
商潜力，他要争取实现让自己家的产
品自产自销。

何业文说，致富不忘党恩，自己的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最近正在琢
磨成立养殖合作社，带领更多的脱贫
户像他一样早日实现小康。

（本报嘉积5月18日电）

琼海中原镇沙坡村村民何业文靠养猪致富

脱贫有路勤为径 欲带乡亲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