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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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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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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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澄迈县亚珠实业开发总公司遗失
43个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证号：桥头集建（1994）字第71号、
第72号、第73号、第74号、第75
号、第76号、第77号、第78号、第
79号、第80号、第81号、第82号、
第83号、第84号、第85号、第86
号、第87号、第88号、第89号、第
90号、第91号、第92号、第93号、
第94号、第95号、第96号、第97
号、第98号、第99号、第100号、第
101 号、第 102 号、第 103 号、第
104 号、第 105 号、第 106 号、第
107 号、第 108 号、第 109 号、第
110 号、第 111 号、第 112 号、第
113号，声明作废。

●海口鑫运达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YTR4E）公 章
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丰众华长安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一张海口容大博纳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于6月2日开具的场
地履约保证金收据，金额人民币
2000元，编号：5311308，声明作
废。
●海南元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因
公章磨损，现声明作废。
●海口实验中学不慎遗失海南省
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学校专
用收费票据2张，琼财票监（2017）
3 号 ，号 码 ：052684935X- 21、
052684935X-23，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王燕姐生鲜猪肉摊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1-1），统一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TGT0N7D，声 明
作废。
● 唐 村 （ 身 份 证 ：
422202199206184744）于 2018
年5月3日在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出
生一名男婴，姓名：王宥希，其出生
证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S460033805，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白沙街道总工会
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海口美舍
河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2920301，声明作废。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0709期)

受委托，兹定于2020年7月9日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中央
防汛抗旱物资报废资产一批（复膜
编织布、救生衣、便携查险灯等），整
体拍卖。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000元。标的展示、缴交竞买保
证金及办理竞买手续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2020年7月8日17时止。
电话:0898—69388888地址:海口
市渡海路88号外滩中心1A602房

●东方平岭绿色方圆苗圃基地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7077301，声明作废。
●屯昌屯城茂琼木材加工厂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OO251657O1，声明作废。
●郑有传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潭牛镇潭牛村民委员会排田山村
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
用（2011）第025551号，特此声明。
●符玉燕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潭牛镇潭牛村民委员会排田山村
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
用（2011）第025549号，特此声明。
●郑有存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潭牛镇潭牛村民委员会排田山村
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
用（2011）第025547号，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会铭铭瓷砖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460107600275326,现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办公室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博鳌圣慕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旭日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声明作废。
●海南金莲世纪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琼A83550道路运输证正
本 ， 琼 交 运 管 海 口 字
460100084371，声明作废。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0709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司在京东网络

拍卖平台在线公开拍卖：一批煤

（约900吨），竞买保证金：5万元。

拍卖时间：2020年7月9日10时

至2020年7月10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

涉案财物，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

有意向竞买人请登录（http://

auction.jd.com/haiguan.html），

按相关规定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20年7月7日至8日

展示地点：马村新兴港码头堆场。

电话：0898-66776139 地址：

海甸岛四东路颐和花园8-1-501

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92
公司声明

兹有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采购部员工林畅先生已于2020年
06月30日正式离职，双方于2020
年 06 月 30 日完成离职手续办
理。公司郑重声明：从我司与该名
离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日
起，该名离职员工以我司名义对外
洽谈的任何业务及言论等均属个
人行为，不代表公司立场，公司不
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敬请谅解，特此声明。

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30日

注销公告
海南金冠包装工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284034922N）拟 向 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声明
我司见证取样资质（证书编号：
（琼）建检字第7217号）已注销。
海南中南标质量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二○二○年七月二日

●洪良春遗失身份证，证号：
321081198003174816，有 效 期
限：2011.03.15-2031.03.15，特此
声明。
●本人陈高勇不慎遗失在三亚中
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
据 一 份（蓝 联）收 据 编 号 ：
0010404，金额：2000元整，声明
作废。
●张庐山不慎遗失恒大名都车位
C239 的滞纳金收据壹张，收据
编号：HN0070521，金额:156元，
声明作废。
●海南蓝深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印衣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发
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黄良伍遗失坐落于文城镇蓝田
村委会港头一村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 ，证 号 ：文 集 用（2010）第
004307号，特此声明。
●海口恒绿苑花卉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460100NA000884X，声明作
废。
●海口恒绿苑花卉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琼国
登税字号：460100589264876，声
明作废。
●肖拥群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资格证书，证号：琼司律证
字第96号，特此声明。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20063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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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国用(16)字第04号，权利人
姓名：符灵，不动产坐落:临高县美
夏乡美夏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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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典 当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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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
江东新区滨海筹建大型养老院聘

策划营销团队13907692978陈总

诚聘
财务及监事各一名，可兼职。

电话：18898296739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

海南十大手信

品质海南 礼送亲友
评选联系电话:65396888

海南省商业总会品牌建设委员会

不动产

招租
海钢酒店现有32间客房和后车场
4间临时小房75m2对外招租,价格
面议，联系人：张先生68928306。
海南海钢博亚酒店会展管理有限
公司

招租

拍卖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和泓·海棠府清退通知
尊敬的和泓·海棠府客户：

因您未按《和泓·海棠府预约登记协议书》约定支付预约登记
费，我司于2020年6月30日发出《预约登记清退函》，您已于同日
收到该函件。根据法律规定，您与我司签订的《和泓·海棠府预约
登记协议书》已于2020年6月30日正式解除。请您尽快至我司
办理相关手续。清退人员名单如下：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房号
14-2-702
29-1-3A01
32-2-201
32-3-502
32-2-601
25-2-201

姓名
芦珍妮
芦珍妮
肖 颖
刘 恺
芦红焰
孙 鹏

房号
25-1-501
29-1-3A02
32-2-202
29-1-302
24-3-301
25-2-202

姓名
芦红焰
芦红焰
郑立荣
芦红焰
李政龙
胡明波

房号
29-1-301
32-2-602
14-2-3A02
24-3-202
30-3-601
24-2-502

姓名
芦鸿曦
边志伟
高守华
芦红焰
冯万兴
李声春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烟草公司海南省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07月 10日上

午10:00在我司拍卖大厅及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按现状同步公开拍卖琼AD8431等6辆旧机动车（详细资料请咨询
拍卖公司），竞买保证金：20000元/辆；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
日前一天止；展示地点：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120号；特别说明：1、竞
买人应须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
标，或具备车辆登记管理部门转移登记的条件（登录www.hnjdctk.
gov.cn查询）；2、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发生税费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07月09日16:00前到我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报名请携带身份证、
汇款凭证、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等。

开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五西路支行；
账号：267505744781。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17789896368、13136036653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网址：www.tlwpm.com 微信公账号：hntlwpm

全 国 青 年 文 明 号 中 国 AAA 级 资 质 拍 卖 企 业
ISO9001-2015 认证企业 海南省品牌创建示范企业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7执136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

口万家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柯毛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20）琼0107执1361号执行裁

定书，查封被执行人柯毛毛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长怡路

10号的长信·海岸水城·水城10栋302房[不动产证号：琼

(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3280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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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七月二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7月3日00:00-06:00对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呼叫中心模块接入侧进行割接

迁移，迁移期间12300、688和118114等业务会瞬断。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7月2日
申请执行人海南合群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台莉早

餐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台
莉早餐服务有限公司名下车牌号为琼 A02A22、琼 A09A66、琼
A00A70、琼 A00A86、琼 A08A78、琼 A08A98、琼 A30A33、琼
A29A60、琼 A75A76、琼 A75A56、琼 A73A97、琼 A76A27、琼
A75A57、琼 A75A68、琼 A75A99、琼 A72A30、琼 A75A96、琼
A73A79、琼A76A92的大通牌车辆19辆、车牌号为琼A59A29的程
力威牌车辆1辆。定于2020年7月23日10时至2020年7月24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上述车辆进行公开拍卖(法院主页网址:http://sf. taobao.
com/0898/13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其
他优先权人请于拍卖前五个工作日向本院书面提交相关证明资料;优
先购买权人须经法院确认资格后方能竞买，逾期不提交证明资料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本公告刊登满5日即视为已通知各方当事
人。特此公告。

联系人:薛法官；电话:0898-68663840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二0年六月二十三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 执1409号之一

受委托，定于2020年7月29日上午10: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及我公司拍卖厅同

步现状公开拍卖：海口市沿江五西路沁泽园小区A幢1号住宅房地
产，临街三层,由两栋双拼别墅组成，总建筑面积974.00平方米，土地

使用年限至2060年，房屋所有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22684

号。 拍卖参考价：10888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7月28日。

报名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7月28日中午12:00前将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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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饱含着中华民族对幸福的憧
憬和期盼。

实现全面小康，凝聚着中国共产党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初心使命。

经历不懈跋涉与求索，穿越无数艰
辛与坎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
之年。

2020年已经过半，面对艰巨繁重的
任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号角更加嘹亮高亢。

这是铭刻历史的决胜之年
——全面小康取得决定性进展，

亿万人民奔向美好生活

曾经苦甲天下，如今美丽蝶变，甘肃
定西的元古堆村“笑”了。

村里一面照片墙上，定格着58张村
民的笑脸。照片里，天水姑娘杜文文笑
得格外灿烂，眼睛弯成了月牙。

“2012年1月嫁过来时，脚下的黄土
路坑坑洼洼，眼中的土坯房破旧不堪，爹
娘担心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根本笑不
出来。”杜文文回忆说。

那一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确
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5年后，党的十九大又对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各项工作作出
战略部署。

8年来，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到贯彻新发展理念，从着力引领
经济高质量发展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从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建设美丽
中国，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扎实迈进，取得
决定性进展。

——从发展指标看，2019年我国经
济总量达到99.1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1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
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人民生活看，2019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贫困人口
从 2012 年年底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同时形成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从公共服务看，覆盖城乡居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十三五”前
四年城镇新增就业5378万人，党的十八
大以来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
安置住房4000多万套。

非凡进程，沧桑巨变。
宽阔平坦的水泥路连通左邻右舍，

甘洌清澈的自来水送入家家户户，红瓦
白墙的新农舍拔地而起，杜文文见证了
元古堆村8年间的发展进步。

“日子越过越好，我开心了，父母也
放心了。”说着说着，杜文文的眼睛又笑
成弯月牙。

全面小康，是一个个家庭梦想成真、
笑颜绽放的鲜活故事，是千千万万中国人
不懈追求、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

北京西部，已有百年历史的首钢实现
了从传统钢厂向创新园区的转变。在42
岁的首钢员工姜金玉眼中，全面小康是工
厂搬迁后越来越好的环境，是服务2022
年冬奥会后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是自己
从一名天车工变身园区讲解员后越来越
舒心的生活。

“全面小康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实现，
是每一个中国人人生之大幸。”姜金玉说。

这是迎难而上的决战时刻
——全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

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山村的夜晚，静得只听见虫鸣声，云
南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瓦娃村驻村第一书
记普元贵还在忙着入户走访。

“到去年底，村里贫困发生率仍有
20%，今年只剩不到200天，时间不等
人，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必须绷紧弦、加
把劲。”普元贵说。

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硬任务、硬指标，没有任何退路
和弹性。

福贡县所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属
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2019年
底，“三区三州”贫困人口仍有43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2%。
从“三区三州”到14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全国还有未摘帽贫困县52个、未出
列贫困村2707个，虽然总量不大，但都是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这
些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远离区域经
济中心，处于经济链条末端，经济社会发
展长期滞后，实现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
难度很大。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收入减少，产业扶贫增收水平
下降，一些扶贫项目没有按时开工，打赢
脱贫攻坚战遭遇严峻挑战。

决战时刻，须有关键之举、非常之
力——

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新
安村，谢吉锋是村里最后一个没有稳固
住房的贫困户。

两个月前，驻村工作队员再次上门，
与他一起商量解决方案。一番推心置腹
的交谈后，谢吉锋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
开了，很快开始施工，一个月后住进修缮
一新的房子。

广西正对48个贫困发生率在10%以
上的贫困村挂牌督战，这样“人盯人”“人盯
项目”“人盯工期”的场景是工作常态。

全国范围内，中央明确对52个未摘
帽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的
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涉及的7
个省区都制定了挂牌督战实施方案，所
有的县和村都制定了作战方案。

越是临近最终的胜利，越是艰苦卓
绝的时刻。

“除了挂牌督战，要对没有劳动能力

的特殊贫困人口强化社会保障兜底，优
先安排受疫情影响扶贫项目的资金支
持，及时落实因疫情返贫致贫人员帮扶
和救助措施，努力把疫情造成的影响降
到最低，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清华大学教授艾四林说。

这是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
——跑好全面小康最后一公里，

为开启新征程打下良好基础

2014年初，花垣县委派出驻村扶贫
工作队；2017年2月，村子宣布实现整体
脱贫；2019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
14668元……

在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湘西十八
洞村，三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带领村民接
续奋斗，改变了这座深山苗寨的面貌。

“脱贫并非终点，而是开启新生活的
起点，十八洞村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越走越宽广。”第三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麻辉煌说。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将为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打下
良好基础。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
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行业企业运行困难较多，社会民
生领域面临较大挑战，给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带来新问题新考验。

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凝心
聚力、奋勇前进，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后一公里。

坚持统筹推进——
今年5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降幅收窄，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等产
品产量同比增长均在70%以上。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效继续显现，积极因素逐步增多，国
民经济运行延续复苏态势。”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当前要加快建立同
常态化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
秩序，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加快补齐短板——
未来之城雄安新区，雄安站建设现

场塔吊林立，巨大的站房完成混凝土主
体结构封顶，今年年底将随着京雄铁路
的通车投入运营。

从重大工程建设到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从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到加
大生态环境治理，全面小康进程中的一
块块短板正在补齐。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完整、系统、综
合性的目标体系。到年底，通过努力，有
一部分可以超额完成，有一部分可以全
面完成，极少数可以基本完成。

强化民生保障——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居民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

全面小康，民生为先。面对困难，今
年一项项民生清单紧盯热点焦点，直面
群众关切。

在超大城市上海，旧区改造按下快
进键，今年计划完成中心城区成片二级
旧里以下房屋改造55万平方米，让2.8
万户居民受益。

从城市到乡村，从边疆到南国，今日
之中国，追梦步伐如此铿锵。

让我们以志在必得的信心、争分夺
秒的状态、攻坚克难的干劲，共襄全面小
康的历史盛事。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赵超
康淼 侯雪静 杨静）

携手奋斗奔小康
——2020，吹响决胜全面小康的号角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之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为之奋斗的梦想终将成真。小
康承载初心，小康属于人民。连
日来，新华社记者奔赴祖国的四
面八方，走进火热的生活，记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脱贫攻
坚带来的山乡巨变，聆听广大人
民群众自强奋斗、团结携手奔小
康的时代交响。

从即日起，新华社开设“走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栏目，推出
记者发自一线的系列报道，生动
呈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
大壮举，充分彰显我们党的初心
使命、一诺千金的不懈追求，展
现人民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
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汇聚起坚
定信心克难关、同心同德奔小康
的强大力量。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