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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公 告

遗 失典 当

遗失声明
海南省机械工程学会遗失海南省
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收据号
码：7917561、7917562、7917573、
7917574、 7917577,7879164、
7879181、7853571，特此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泵业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以下6份合同，合同编号：H19-
BB19020176/7/8/9 及 H19-
BB19020180/1，特此声明作废。

通知
根据海南潞安置业有限公司章程
规定，经股东提议召开2020年第
一次股东会通知：海南天景农庄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海南仙湖农庄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海南青源庄园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海南珍果实业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海南龙康农业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海南南景农业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于2020年6月5
日上午10:00在海南省东方市八
所镇琼西北路9号三楼会议室参
加海南潞安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
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议题：海南
潞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
宜。请准时参会。

海南潞安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中国铁路工会海南振海工程有
限公司委员会在建行海口市新海
航支行开立账户预留的公章遗失，
特此声明。
▲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不慎遗失海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6410001511201，声明
作废。
▲海南省牲畜屠宰行业协会不慎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MJP100719L，声明作
废。
▲张义夫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139-1905购房相关收据1张，编
号HN1411261，声明作废。
▲吴乾波不慎遗失警官证，证号:
公现役字第9910021号，特此声
明。
▲中国电信集团工会万宁市委员
会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万宁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1795403，声明作废。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三都村
三队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陈桂飞不慎遗失大勇商业住宅
楼403房号保证金单一份，保证单
金额为1200元,声明作废。
▲上海昂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坐落于海南陵水光坡镇香水湾
B区富力湾旅游度假区山海豪庭
小区 B 型别墅 B107 栋 - 12 层
B107房的房产证，琼（2018）陵水
县不动产权第0002980号，声明
作废。
▲海口健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溢香园饮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注册号：460000000063512）
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现通知赵宏伟45日内来我
公司协商办理注销手续，否则将按
相关规定办理注销事宜。

公告
债权人儋州瑞安防雷工程有限公
司与债务人海南儋州市番加农场
于2011年8月发生防雷设施改造
工程债务关系，尚存资金47690元
未结清。据上工商网查询，债权人
的公司已注销，债务人现无法联系
到债权人相关负责人，特公告如
下：截止日期从2020年5月23日
起至29日止，请债权人在公告期
限内与债务人联系。联系人：彭敬
领，联系电话：13976490658，逾期
未联系的，债务人将以“企业失联，
债务清零”作出相应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儋州市番加农场
2020年5月23日

关于“天赐·海尚居”项目的通知
尊敬的业主：
我们是“天赐·海尚居”项目部，为
提高整个社区品质，打造沿海高端
精品住宅，我司预对未开发区域规
划做整体提升调整：原规划为2层
6班幼儿园，现调整为3层12班。
增加一所36班完全、高端小学。
增 加 公 共 设 施 配 套 面 积
1140.18m2。增加地下人防面积
12562.8700m2，增加停车位1664
个。对建筑外立面优化提升，上部
为涂料，基座为石材及铝板。 保
持容积率1.30不变，建筑密度降低
为 14.83% ，绿 化 率 增 加 到
40.02%。原别墅水系更改为约
3.4万平方米的中央景观带。

海南怡康置业有限公司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根据贵州省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法执行院裁定书（2019）黔0326 执
恢11号文的通知，现将冯瑶名下位
于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宝
信小区4#-1地块泉倾天下10栋2
单元1104号房过户给郭丹丹。因
被执行人拒不配合,我机构无法收
回其不动产证书。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
的规定，现将证号为琼（2017）澄迈
县不动产权第0021159号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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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
以书面材料向我中心提出申请。特
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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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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公告
张尚伟，男，62岁，天
津市人。4月19日送
往我院救治。因病危
重于2020年 4月 25
日抢救无效病故。望
亲属与我院联系处理

善后事宜。公告期满30天仍无人
认领，我院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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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转让
海口绿盛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公司名下有100多亩商业
用地，联系电话13368918118

股权转让变更公告
三亚圣煜旅业投资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0000MA5T9A7W5E），

于2020年5月变更股东股权。股权

转让前及转让过渡期内所有的债权

债务由原股东(海南圣煜投资有限公

司)承担，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5日内到公司办理债

权 债 务 登 记 手 续 ，电 话 ：

13036077979

三亚圣煜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比选公告
现我司所管辖物业小区拟选聘电

梯维保单位，请具有相关营业范围

及资质条件的意向单位于2020年

5月26日前凭公司介绍函及相关

资料到我司报名参加比选。

联系人：罗先生 18876604548

单位名称：海口凯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

盛路39号蓝城商务大厦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2020]4922号

黄地福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
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
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新民东路62号,宗地四至
为:北至巷道;东至王妚兰用地;南
至新民东路;西至黄地全用地。土
地总面积为15.4平方米,为国有土
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
黄地福。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
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
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
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赵青干，65360879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7执恢256、23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宝权、陶
刚与被执行人海南顺得发实业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中，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 分 别 作 出
（2018）琼0107民初5308号民事
裁定书及（2018）琼 0107 民初
5309号民事裁定书，分别裁定查
封被执行人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定安县见龙
大道北侧得发豪苑B3栋401房、
1401 房、1501 房、701 房、1701
房。如对上述房产有异议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特此公
告 二0二0年五月二十二日

▲琼海市嘉积镇银海社区卫生服
务站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程雪菊不慎遗失琼海市建设工
程规划临时许可证，编号为（98）
232，特此声明作废。
▲简毓萍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英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银
滩A09区一期洋房F2幢1005号
的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
第20132326号,声明作废。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旅游客运分公司不慎遗失三亚
市道路运输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编
号：P20003164》。现声明作废。
▲林冠强、郑巧不慎遗失儋州市公
安局办证中心出具的准予迁入证
明的第二联和第三联，证明编号：
琼准字00664291号，声明作废。
▲吕先映、吕先明、吕先放遗失坐
落于会文镇鸿图村的集体土地使
用证,证号:W0401246,特此声明。

▲本人陈有慧遗失位于东方市二
环路东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
证号：东方国用(2002)字第 457
号，现声明作废。
▲本人刘志国不慎遗失在三亚中
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公司购车
款 收 据 一 份（黄 联）编 号 ：
0010300，金额：53000元整，声明
作废。
▲海口东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俞自荫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重兴
镇养成村民委员会头坡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52562号，特此声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不慎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6372302，账号
211802001003500000176，声明
作废。
▲海南天人生态与健康研究中心
不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0003480850092，声明作废。
▲中农数据有限公司遗失一枚公
章，声明作废。
▲李爱卿、邓伦功、邓伦泽遗失座
落于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
头仔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0）第035626号，声
明作废。
▲韩秋玲（于2020年5月22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2219750128452X，特 此 声
明。
▲海南卓迈公路旅客运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车牌号琼B30786的
道路客运旅游经营许可证明，现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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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好茶的诞生

你知道
一片茶叶

是怎么诞生的吗
在海南山区
当一名采茶人
又是什么感觉

撷山间嫩芽化作一捧清茶
进来感受海南夏日小满足

海南茶曾盛极一时
一度成为我国红茶出口货源基地

在定安县黄竹镇的茶叶种植基地，
70多岁的洪阿婆弓着腰在茶树间忙碌
着，手指沿茶茎轻轻一折，新鲜的茶青
就落入掌间。

“这茶只采顶端最鲜嫩的部分，按照
顶芽、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这3种标准采
摘，才能保证茶的风味和品质。”在过去，
洪阿婆采茶时可没这么精细，“以前茶农
采茶只求量，不求质。现在观念不同了，
只有最鲜嫩的茶青才能卖出好价格，我
们也有了统一的采摘标准。”

从“粗糙”到“精细”，不仅是海南茶
农新旧观念的转变，也是近年来海南茶
产业升级转型的体现。

历史上，海南茶产业有过极辉煌的
时期。海南省茶业协会秘书长陈世登
介绍，海南茶产业大力发展始于20世纪
50年代，一度成为我国红茶出口货源基
地。当时的海南茶叶，以生产制作工艺
相对简单的红碎茶为主，远销欧美、东
南亚、中东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
家实行外贸体制改革，原本统购统销
的茶叶必须直接面对市场自寻销路
了，加之国际市场茶叶价格波动，海南
红碎茶出口遭遇挫折，又未能及时转
型升级，生产规模开始萎缩。1992年，
海南茶叶种植面积最多时达到10.92
万亩，到2016年，海南投产茶园面积减
至约1万亩，且分布散乱，难成规模。

这一变化，暴露出海南茶产业发
展主体小、散、弱，规模化、产业化程度
不足，科技创新含量待提升等困境，也
让海南茶人痛定思痛，走上革新发展
的道路。

“我们决心抱
团发展，以标准化、
规模化、品质化的思路
做大产业。”海南省农垦
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茶业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吴海江
说，2016年4月，海南农垦投
资控股集团组建海垦茶业集
团，并从资金、人才、土地等方面，
加大对茶产业整合的支持力度。

海垦茶业集团组建后，即成为
我省规模最大的茶叶生产企业，以
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统一供种、统
一采购、统一工艺流程、统一产品质
量、统一包装、统一销售，保障产品的

“质”和“量”。
自2019年起，海垦茶业集团投入

2000余万元，引进现代化生产设备，在
多个分公司建设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
线，让茶叶品质更稳定可控。在几年之
间，海垦茶叶价格一路水涨船高。统计
数据显示，海垦茶业集团的茶园面积从
集团成立之初的8850亩，扩大至如今
的16445亩，产业整合效应初显。

新茶人谋求新机遇
让海南茶叶插上“有机”和“智慧”的翅膀

海南茶叶“国家队”打了翻身仗，
也让越来越多的“民间队”开始摸索
出转型升级思路，发展积极性提升。

但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如
何将海南茶产业的效益放大，还要靠
品质和品牌。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支持下，我
省各茶企在品质化、智慧化、品牌化
等方面发力，以有机种植提升品质，
建智慧茶园提高附加值，让一片片茶
叶开启“机智”进化。

在距离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东南方9公里的陨石坑区域，有一片

“任性”的茶园。千余亩茶树长势郁
郁葱葱，鸡、鸭、松鼠、小狗穿梭觅食
其间。这是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司
历时近5年打造的生态有机茶园。

“我们坚持不打药，不施化肥，而
是给茶树吃‘海鲜’补充养分。”该公
司副总经理曾繁敬认为，只有从源头
提升茶叶生产的技术含量和茶叶品
质，才能有效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
力，“我们与华南农业大学、湖南省茶
叶研究所等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探
索建立有机种植体系，在各环节减少

化学手段的干预。”
该公司生产的有机茶产品，获得

了中国及欧盟的有机认证，达到了世界
大多数国家的进口标准。同在牙叉镇
的“五里路”茶园，也通过有机种植打出
名气，连续通过中国、欧盟与美国的有
机认证，其高端产品远销各地。

拥有新观念的“新茶人”，还为海
南茶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我们通过手机App就可以发
送指令，让茶园内的浇水喷头自动灌
溉，还能查看茶园的气温、湿度等各
项指标。”海垦白沙茶业公司“智慧茶
园”管理员陆贵松是一名“茶二代”。
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城市的工
作，回到山里立志做一名“新茶人”。

“我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
用到茶产业中，比如利用大数据，我
们就能根据茶树的生长情况，及时调
整生产作业方式，实现对茶树生长全
程的科技监控和指导。”他说。

国企、民企共同发力转型，海南
茶产业重新迎来春天。据统计，截至
2018年，全省茶叶种植面积增至近3
万亩，可采摘茶园面积约1.42万亩。

铺就茶旅融合路
加强深加工建设，整合三产资源

如今，海南茶人做的虽仍是“靠
茶吃茶”的旧行当，但随着市场变
化、观念革新和产业升级，新的
产业图景在他们心中愈发明
晰——加强茶业深加工建
设，整合一二三产业资源，
铺就茶旅融合之路。

“除了做成冲泡
茶，茶叶还能做成抹
茶粉、茶含片等食用
品，以及茶袜、茶
皂、茶丝巾等日用
品，甚至是茶保健
品、茶药品，这些
深加工产品能够
满足不同客户
的需求，对于新
一代年轻消费
者有更大的吸
引力。”陈世登
表示，海南茶
产业仍有极大
发展空间，传
统茶产业向食
品、日化行业延
伸，对于提高茶
叶附加值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
义。

“我们正在筹

备深加工产业园的建设，充分适应市
场需求。”吴海江介绍，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政府的支持下，海垦茶业集
团在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建
设茶业生态科技园项目，将与科研机
构合作，建设茶叶精加工和深加工生
产线，丰富茶品种类，提升市场竞争
力。

与此同时，海南茶产业的文旅价
值被进一步挖掘。在五指山市通什镇
什会村，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
将茶叶、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建设集
现代茶叶生产、山地休闲度假、乡村文
化体验和乡村养生度假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雨林茶乡茶文化特色村落；在五
指山椰仙水满茶香观光园，游客可以
跟采茶姑娘学采茶，还能亲自体验一
番摇青、杀青、烤茶的制茶乐趣……

“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出
台多项优惠政策，并组织大量推荐活
动，助力海南茶业走出去。”陈世登建
议，各级政府和企业还应深入挖掘海
南茶历史、茶故事，建设茶主题生态
休闲旅游体验区，将海南茶文化真正
导入旅游产业的链条，让游客在海南
喝到好茶、买到好茶；同时，政府应对
茶产业发展给予重视，在科研、政策
及资金方面加大投入，扶持培育全国
知名海南茶叶品牌。

（本报牙叉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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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遍野的茶树，如绿
色地毯绒绒铺陈山头。5
月22日一早，在海南农垦
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白沙茶业公司）
的茶叶种植基地里，几名采
茶职工肩挎茶篓，穿梭在茶
树间，双手翻飞，细嫩的茶
芽便纷纷落入篓中。

今年5月21日，是联
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
日”，这令海南茶人为之振
奋：海南有独一无二的气
候优势和地理条件，采茶
季近10个月，早春茶的采
摘时间更比其他地区早1
至3个月，拥有极佳的产业
发展优势。

悠悠茶香在海南的土
地上已萦绕数百年，也曾
从这里香飘海外，让海南
成为我国红茶出口的排头
兵。然而海南茶产业在发
展过程中曾一度面临重重
困境。让茶叶变“金叶”，再
飘香海内外，且看海南茶人
如何打破困境，唱响海南
茶品牌。

·延伸

深读·B06

5月21日，在海南农垦白
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白沙茶
厂，工人在制作茶叶。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5月21日，在海南农垦
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茶园
基地，工人在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