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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生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现声明
作废。●吴清桂、潘孝南、林有荣遗失座
落于冲坡镇望楼河东岸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证号：冲坡国用（1995）
字第128号，特此声明。
●杨润伟遗失就业创业证，证号：
4601070019009746，声明作废。
●刘敏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
证 号 码:230405199707240022，
特此声明。
●海南维扬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符绩敏遗失坐落于文昌市公坡
镇锦东村委会龙虎大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
032184号，特此声明。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遗失非税缴款书（普
通 电 脑 票 ）一 张 ，票 号 ：
0277820432，现声明作废。
●黄创秋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6198603190612，特此
声明。
●孙端花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80013004383，现特此
声明作废。
●吴慧君遗失海南省农垦卫生学
校 毕 业 证 ， 证 号 ：
HN2016212030358，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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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繁华地段酒店低价出让
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占地八亩
多，手续齐全13215885555

三亚市丹州小区住宅拍卖
拍卖热线：13807631116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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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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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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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延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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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邀请参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等服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海口市美兰区三江

镇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服务单位；2.
G9811高速公路K15+500附近互通式立体交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服务单位；3.海口湾生态整治与修复项目工程一切险保险公
司。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
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止2020年6月10日下午5点30
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
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
司。联系人：吕工 0898-68617692

江东大道二期景观提升安置区配套工程位于美兰区灵山镇江
东大道二期北侧，南调村旁，总占地面积74亩（其中：现状林地约23
亩,具体情况以实地勘察为准）。现需向社会邀请参与本项目林木
采伐作业设计编制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天内以密封报价
函(含具体金额、资质、业绩等资料)的形式报至我司项目部，截至6
月10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予受理。

公司名称：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陈工;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6月8日

关于邀请参与江东大道二期景观提升安置区配套工程项目林木采伐作业设计编制的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返乡创业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谭中仙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
那张老照片。照片拍摄于2016年，
两层高的民房显得破旧，四周是泥泞
的道路。

那年，谭中仙告别他奋斗10年
的广州，回到了老家——三亚市吉
阳区博后村，翻新改造老房子办起
了民宿。如今，他创办的“海纳捷”
民宿拥有38间客房，不仅在业内有
不错的口碑和知名度，也带来了可观
的收入。

梦想不仅可以在喧嚣的大城市里

实现，在广阔的小农村一样可以绽
放。“博后村位于亚龙湾，毗邻亚龙湾
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玫瑰谷景区，游客
量多，村里发展民宿产业大有可为。”
谭中仙说。

谭中仙认为，乡村旅游能实现乡
村振兴，而乡村旅游要发展，要靠人气
来带动。“博后村距离景区不远，但在
过去，也没有几个游客进村来。只有
游客进村，并住下来，才能带动餐饮、
零售、游玩等产业发展，村民才能获得
实实在在的收益。而民宿产业，是其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让自己下定决心开民宿，谭中仙

认为还有心里的那份落差感和乡
愁。“过去，每年从广州回家过年，
看见村里破旧落后的模样，心里很
不是滋味。春节假期，去往景区的
车都堵到家门口，村民们也只是卖
椰子，旅游和我们没太大关系。”谭
中仙说。

2016年，谭中仙投入自己多年的
积蓄打造“海纳捷”，成为村里最早办
民宿的一批人。据了解，“海纳捷”目
前一共有38间客房，客房主题多样，
既有可爱卡通风，也有悠闲田园风，
能满足多种人群需求。对他而言，民
宿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一路的发展
是自己摸爬滚打总结出来。

“亚龙湾有星级酒店集群，民宿能
从他们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游客

愿意来住，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能够体
会到酒店无法满足的体验。我们全力
营造温馨体贴的家庭氛围，让住客在
这里体验到回归田园的惬意与朴实。”
谭中仙说。

2017年，在博后村，以“海纳捷”
“忆乡人”“远方有个村”为代表的几
家民宿先发展起来。3 年后，网红
ins风的“宿约107”、中式古典风的

“朋泊乐”、现代简约风的“木禾忆
舍”……一间又一间风格迥异的民
宿让游人目不暇接，民宿成为了博
后村的乡村旅游特色品牌，且逐渐
形成规模效应。

据统计，博后村已开业的民宿达
34家，还有10家正在建。民宿产业
的发展，村民成了最直接的受益

者。数据显示，博后村村民年人均
收入从2016年的9700元到2019年
2.45万元。

面对民宿产业精品化发展趋势，
谭中仙也在变化中寻求产业升级的突
破口。“村里的民宿越开越多，每一家
都有自己的特色。‘海纳捷’开得早，基
础设施配套较为落后，我正谋划扩大
规模，再增加20间主题客房，还要建
泳池，完善设施，为游客提供吃住玩一
站式服务。”谭中仙说。

在谭中仙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青年选择返乡创业，他们有人经营民
宿，有人开起农家乐，大家用汗水浇灌
耕耘家乡的绿水青山，实现金山银山
致富梦。

（本报三亚6月7日电）

三亚博后村村民谭中仙从广州返乡开民宿，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为村民带来可观收入

留住了乡愁，留下了游客
专家支招如何科学保护眼睛

不熬夜刷手机电脑
不滥用“网红”眼药水

本报讯（记者马珂）6月6日是第25个全国
爱眼日，海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专家团队在海口宜
欣广场举行爱心义诊，为广大市民提供咨询和筛
查眼病，包括免费检查视力、免费眼部裂隙灯显微
镜检查、免费提供部分药品等。

海南人哪些眼病疾病比较常见呢？海南省人
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赵普宁主任表示，从平
时接诊的情况来看，儿童的常见眼病为近视、散
光、弱视和斜视，小学生近视率达到50%，中学生
近视率达到70%以上，高中生毕业时近视率达到
80%—90%。青壮年的常见眼疾病为干眼症、视
疲劳、高度近视的眼底改变等。老年人的常见眼
疾病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白内
障、青光眼等居多。

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护眼睛呢？赵普宁建
议，第一，不熬夜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熄
灯之后还继续逛淘宝、刷微博、打游戏，沉浸在网
络的世界里无法自拔，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
的。第二，不要滥用“网红”眼药水；是药三分毒，
过分依赖眼药水，结果使眼睛更加的干燥，导致眼
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第三，不连续用眼超过一
小时，不管是看书还是写字，不管是刷剧还是打游
戏，一定要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第四，不乱用
手擦眼睛。事实上手上有很多细菌，由于眼睛很
容易受到感染，所以不要用手揉搓眼睛，注意眼部
卫生。第五，不频繁佩戴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
的时间过长，会对眼部造成一定的压力。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在琼海市阳江镇题榜村，只要有
人提到陈国嶂，村民们都是竖起大拇
指，赞不绝口。不服输、不认命，从贫
困户到村里的致富带头人，陈国嶂以
自己的发展成效辐射带动越来越多
的贫困户和残疾人走上脱贫致富路。

6月5日，在阳江镇陈国嶂创办的
蜡烛生产厂房里，海南日报记者见到
了正在指导工人生产的陈国嶂。

“在脱贫奔小康路上，残疾人不
仅不落伍，还有作为和担当。”这是陈
国嶂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亦是他
走上小康致富路的真实写照。

陈国嶂家中有4口人，原本和美
的家庭，因8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让他落下了终身残疾。医药费、2

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仅靠打零
工的妻子并不足以撑起家庭的重担。

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和艰辛并没
有击倒这个勤劳的汉子，他常常跟人
说：“阳江是红色革命老区，革命先烈
尚能从星星之火做到燎原之势，现在
的我只是行动有些不便而已，影响不
了我创造幸福生活”。

2014年，陈国嶂被纳入建档立卡
户帮扶对象，借着政策的东风与帮扶
的资金，他在附近的村庄收购山柚
籽，再通过传统方式制作山柚油，并
利用朋友圈等多种渠道进行销售。
由于口碑好、品质优、销量高，每年出
售的山柚油纯收入达到上万元，2016
年底成功实现脱贫。

“在我们看来，他一个残疾人能
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他却

说，自己还能做得更好。”题榜村村民
陈国平说，陈国嶂还有极强的社会责
任感，他想带动更多人致富。

2019年4月，陈国嶂了解到海南
很多蜡烛都是从广东进货，本地生产
商较少，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一番市
场调研之后，他决定创办一个蜡烛生
产厂，11月1日，在琼海市残联等相
关部门支持下，陈国嶂用获得的10万
元扶持资金创办了琼海阳江鸿运日
用化学产品制造厂。

在筹备办厂之初，陈国嶂脑子里
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帮助和带领一批
残疾人和贫困户群众创业就业。“根
据工厂的需要，我招收了21名贫困户
就业，其中包括6名特困残疾人。”陈
国嶂表示，他是一名残疾人，能体会
到残疾人的生活困难，而蜡烛生产技

术含量不高，所以他尽量多招收残疾
人，“只要能做的、愿意做的都招来。”

今年3月份，在新冠肺炎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后，陈国嶂的工厂就积极
组织复工复产。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工厂就生产了3500箱蜡烛，产值近
100万元。如今，厂里已招募当地22
名工人，其中包括3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7名残疾人。

目前，陈国嶂的蜡烛工厂已被认
定为“琼海市残疾人创业就业基地”
和“阳光助残扶贫基地”。琼海市残
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昌豪表示，接
下来，琼海市残联将继续关注和支持
该厂的发展，从资金上加大扶持力
度，帮助其做大做强，帮助和带动更
多残疾人就近就便就业。

（本报嘉积6月7日电）

昌江举行芒果采摘
乡村自驾游活动

本报石碌6月7日电（记者赵优）6月6日，
由昌江黎族自治县旅文局主办，以“芒果熟了，好
运来了”为主题的芒果采摘乡村自驾游活动在昌
江启动，两百多名游客体验采摘乐趣，积极响应

“海南人游海南”号召，推动“农业+旅游”发展。
盛夏朝阳难挡采摘热情，果园芒果飘香与游

客欢声笑语构成一幅乡村旅游纯美的画面。本次
活动在昌江百年芒果园启动，并开辟王下乡和浪
论村两条特色旅游精品线路，200多名游客在当
地品尝芒果、体验采摘乐趣。来自海口的游客着
黎族服饰打卡黎花里网红大门，参观风情黎族村
寨、体验黎族长桌宴，与当地居民一同载歌载舞，
感受山海黎乡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由抖音、头条、红豆角等直播
平台组成的“流量带货天团”也来到活动现场，向
广大网友宣传昌江芒果，为昌江芒果带货。此次
网红直播带货的可观销量，让游客、食客和果农真
正体验到“芒果熟了、好运来了”。

“为了促进旅游消费，提振昌江旅游业发展，
我们策划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夏天芒果香旅游
系列活动，促进农业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昌江
旅文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昌江旅游资源丰富，
黎族文化保存较好，希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
动进一步提升昌江旅游知名度。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第184期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6月8日20时在海
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6月15日16
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乳腺癌和宫颈癌目前是威胁女性生命的主要
杀手，对女性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特
别是农村地区女性，受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医疗
条件、医疗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患病不能得到及时
的检查和救治，造成了较高的发病率，极易导致普
通群众因病致贫、脱贫户因病返贫。

本期电视夜校特别请到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妇女保健主任医师劳海红和海南省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许振凌作为主讲老师，分别从科学防治和
政策支持两个方面为大家普及相关知识和政策。

海南11个市县今日将出现
37℃以上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董立就）海南日报记者6
月7日下午从海南省气象部门了解
到，海南省气象局6月7日15时50
分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8日白
天，海口、临高、澄迈、定安、儋州、屯
昌、昌江、白沙、乐东、保亭和东方
11 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37℃以上的高温天气。

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
岛北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7℃-
39℃；中部，多云，最低气温25℃-
27℃，最高气温36℃-38℃；东部，
多云，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
温34℃-36℃；西部，多云，最低气温
27℃-29℃，最高气温37℃-39℃；
南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6℃-28℃，最高气温35℃-37℃。

海口国资系统启动
禁毒宣传月暨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 （记者邓海宁）6月 6
日，由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办的2020年海口市国资系
统“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全民禁
毒总动员基层行”禁毒宣传月暨“消
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安全生
产月启动仪式在假日海滩举行。

“我自觉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自觉抵制毒品的侵蚀……”当天
上午，活动在海口市国资系统职工代
表庄严的宣誓声中启动，参加活动的
国资系统人员和现场的市民游客一
起在宣誓签名墙上进行了签名，并观
看了水上应急救援实操演练活动。

活动现场还通过摆放宣传展
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向市民游客宣传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禁毒等基本知识，引导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安全生产、健康无毒
等平安创建活动。

据悉，近年来海口市国资委采
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全民禁毒和安
全生产宣传活动，广泛普及禁毒知
识和安全生产知识，不断提高海口
市国资系统广大职工的识毒、防毒、
拒毒能力，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提升，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脱贫后他又开厂帮助更多困难群众就业，琼海阳江镇的陈国嶂身残志坚

“行动不便不影响我创造幸福生活”

迎接世界海洋日
志愿者放生2万鱼苗

6月6日，在海口市西秀公
园海滩，志愿者陆续将2万尾鱼
苗倒进了滑道，流入大海。

为了迎接6月8日2020年世
界海洋日的到来，志愿者通过亲
自参与、体验海洋生物的增殖放
流，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传播海洋
环保知识。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