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7月25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郭景水 美编：杨薇 检校：叶健升 王赛A04 综合

■■■■■ ■■■■■ ■■■■■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关注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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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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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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7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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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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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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海南翔峄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真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营业执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200000016681；税务登记证
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公 告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儋州支公
司（2008年9月19日成立，公司地
址：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发祥路
12 号 二 楼 ，机 构 编 码
000038469003），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批
准，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正式撤
销。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儋州
支公司债权债务由本公司继承，其
未到期的保险合同及其他合同本
公司将继续履行合同责任。联系
人：吴小姐，联系电话：0898-
68567329，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
大道117号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
心B座1801、1805室。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 2020年7月22日

●海南牛投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GP1JXG）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李记原味汤粉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JY24690071213247，特此
声明。
●王元德遗失座落于海口市美兰
区下贤一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国用（2009）第000578
号,声明作废。
●王隆强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号：
琼准字00932681号，特此声明。
●于俊杰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椰风家园收据贰张，号码为：
0000554、0000846，声明作废。
●万宁市北大镇青怡晟幼儿园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万嘉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MA5RC6J389，
声明作废。
●农高健遗失坐落于昌江黎族自
治县十月田乡南岭村第三组土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
469026102205030057J, 特此声
明。
●张亮将海南南光华高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151-402房的发票遗
失，发票代码:246001190619，发
票 号 码 ：00247114，金 额 ：
1150000元，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南广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五指山市南圣镇什泉路口至什
泉村（窄路面括宽工程)、五指山市
南圣镇什泉村路口至什泉村（生命
安全防护工程）项目已完工，现我
公司成立项目清算组，负责处理该
工程项目债权债务后续事宜，请与
本项目有债务关系的所有人或机
构见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相关合
同及证件向清算组申报，逾期按相
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3876023361（何经理）

海南广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214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郑宗京与被执行人陈
炜、莫海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定于2020年9月3日10
时至2020年 9月4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 法 院 主 页 网 址:http://sf.
taobao. com/0898/13)上进行第
一次公开拍卖陈炜名下位于海口
市海秀路北侧海建花苑2#、3#楼
16层 2- 1603室的房产(合同备
案号: BZ0018264)。特此公告。
联系人:吕法官 电话: 0898-
68624110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
盛路68号

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清算及注销公告
琼山美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号：4281）因公司经营期限届满自
2020年6月23日起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并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本公司清算
组（林先生13907559682）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三亚荔枝沟会杰餐厅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202600233770；税务登记证
正 本 、 副 本 ， 税 号 ：
36242119730904901301，声明作
废。
●海南万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L-
HAN00028,声明作废。
●陈红不慎遗失座落海口琼山区
府城镇高登里26号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琼山国用（府城）字第
01243号，声明作废。
●陈帮权不慎遗失座落琼山区府
城镇高登口里26号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琼山国用（府城）字第
01242号，声明作废。
●儋州市光村镇云集幼儿园遗失
公章和园长（陈少英）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儋州巨业市场管理服务中心遗
失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
书废。
●澄迈县大丰镇侨东社区居民委
员会原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果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2842306，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法院公告公告送达

减资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省泰旺鑫进出口贸易有限责

任 公 司 代 码

91460000MA5TLCH91T经公司

股东会议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资本

壹亿圆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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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逍遥文体产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7D0X66）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原

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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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艳君 18608970623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转让出租

超市招商

海口大型超市专柜招商13307637007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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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海南舍得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
5月11日成为本公司的股东，占股
51%，本公司从未授权海南舍得置
业有限公司对外从事任何业务，如
海南舍得置业有限公司对外以本
公司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均与本
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海南陵水亚太高科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20年7月25日

声明
海南文昌何基公会的公章一直在
由何瑞冠保管并正常使用。特此
声明! 声明人：海南文昌何基
公会 2020年7月25日

●保亭保城食家庄火锅城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9035600052778，声明作废。
●曾志敏遗失道路运输营运证，琼
C66123证号：469024060430，现
声明作废。
●张亮将海南南光华高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151-402房的发票遗
失，发票代码:246001190619，发
票 号 码 ：00247197，金 额 ：
2120000元，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吴娟

7月16日清晨，旭日的光从薄雾
中透进澄迈县仁兴镇仁兴社区新兴村
民小组，46岁的仁兴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英运早早就来到村里的养殖基地，
查看五脚猪的生长情况，向村民“学
员”传授养殖技术。“五脚猪的品质是
极佳的，现在市场价较贵，饲养一定要
精细！只要你们把猪养好了，销路不
用愁！”李英运不停地给村民们打气。

李英运出生在新兴村，从小就在这
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外地务
工经商，2015年10月，返回家乡的李英
运被村民“相中”，先后担任仁兴社区党
支部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等职。“群众
这么信任我，我必须当好带头人，想办法

让他们致富增收。”李英运不忘对村民们
许下的朴实誓言，一门心思带领村民发
展特色产业，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为贫困乡亲脱贫出谋划策

新兴村是澄迈县唯一的苗族村寨，
全村总人口366人。曾经，这里的村民
观念落后、产业单一、缺少资金，多靠种
植橡胶、槟榔为生，收入微薄；而如今村
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居住环境也有
了明显改善。“村庄一年一个变化，2018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8000元。2019年，
村民人均年收入1.2万元，全村的贫困
户都实现了脱贫。”李英运说。

“曾经的贫困群众缺乏内生动力，
存在‘等、靠、要’思想。”到村里工作后，

李英运经常走访贫困户。他认为，要通
过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让他们充分
参与进来，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2017年，经过到省内各市县走访
考察，以及多方筹集资金，李英运确定
发展豪猪产业助村民增收脱贫。他还
不停奔走，为村里的贫困户向政府申
请到产业帮扶资金110万元。“我们采
取‘合作社+贫困户’模式，贫困户一
方面得到合作社分红，一方面还可在
合作社打工挣钱，极大地促进产业扶
贫效果。”李英运说。

今年以来，豪猪养殖停止，李英运立
即考察五脚猪养殖。为了让村民们放
心，他专门请来了养殖技术师傅传授技
术，自己主动寻找销路，陆续与县内外多
家餐厅、农家乐、超市等签订产销协议。

“合作社将陆续增加五脚猪养殖
量数量，坚守品质，做出品牌，为巩固
脱贫成果铺设一条坚固的道路。”在李
英运的带领下，乡亲们每天轮流前往

村里的养殖合作社饲养五脚猪，大家
信心满满。

保护环境打造特色村寨

“过去我们住着漏雨的瓦房，如今
我们搬进了新房，加入合作社领分红，
还要发展旅游，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
开李书记的付出。”说起村里的变化，
村民盘明东感叹。

从仁兴镇上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
前行，越过山坳，一个崭新的苗村就出
现在眼前。记者看到，新兴村64户村
民家家户户都住进了3层小楼里，房
前屋后绿树成荫。墙壁上的图纹、精
心设计的窗棂，充满了苗族风情。

2016年，澄迈启动新兴村整村推
进改造项目。在搬迁安置过程中，李
英运和项目小组工作人员一起协助村
民选址搭棚，帮助村里的困难群众解
决临时住所、用水用电等问题，帮助村

民申请危房改造补贴款、建房贷款、手
把手地教村民填写申请表，为村民奔
走于各个部门办理申请手续等。

“村民都住上了新楼房，村里的环
境也越来越美丽，这是我们期盼已久
的时刻。”李英运对2017年10月村民
们乔迁崭新敞亮民居时的喜悦场面记
忆犹新。

“新兴村山清水秀，古朴、安静，仿若
世外桃源，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也得到
了保留和传承。”李英运告诉记者，在村
里，栩栩如生的苗绣作品、极具特色的民
居建筑展现了苗村同胞丰富的生活场
景。村民们奔放优美的舞姿、高亢嘹亮
的山歌散发着独具一格的文化魅力。

“希望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结合自然环境、民族特色，努力打
造出旅游热点。”李英运告诉记者，正
在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充分结合
当地自然条件和民俗风情，打造出特
色村寨。 （本报金江7月24日电）

澄迈县仁兴镇仁兴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英运：

带领新兴苗村变致富“新星”

临高130名党员领导干部
到省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记者张惠宁 通讯
员符开炳）7 月 24 日上午，临高县组织县“四
套”班子成员、法检“两长”，各镇、加来农场党
政主要负责人，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共130
人等到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集体接受警
示纪律教育。

跟随着讲解员的讲解，大家依次参观了“思
想之魂”和“前车之鉴”展厅。在“思想之魂”展
厅，通过“旗帜鲜明讲政治”“持续发力转作风”
等六个板块，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论述，以及2019年来海南省在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在

“前车之鉴”展厅，了解了张琦严重违纪违法案
件及我省2019年以来查处的重点领域、扫黑除
恶、营商环境、基层腐败、纠治“四风”等5个方面
近百个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并观看了忏悔书沙画
视频，走过“忏悔墙”，大家接受了一次重大的廉
政警示教育。

据了解，近期，临高县围绕党员干部纪律教育
活动主题，县委书记、县政府负责人、县纪委书记、
县委组织部部长分别讲党课，全县科级以上领导
干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通过这次参观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无论身在何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
活，都要严守党纪国法，遵守“六大纪律”，干干净
净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王书能 苏博）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第
七届海南省委委员、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杨思涛违反政治纪律，弄虚作假，对抗
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
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议事规则和换届纪
律；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
取利益，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反群众纪律，向
企业摊派费用；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和插手
工程项目；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在房
地产开发建设、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滥用职权，造成国有
资产损失。

杨思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
念，背弃初心使命，在烧香拜佛中寻求精神寄
托，手执公器却心怀私欲，大搞家族式腐败，将
手中的权力变成家族攫取利益的工具，热衷于
搭“天线”、通“人脉”，“六项纪律”项项违反，
滥权妄为，严重破坏了所任职地区的政治生
态。杨思涛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
务违法并涉嫌犯罪，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典型，
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
海南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并经中央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杨思涛
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
处分；终止其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所涉财物随案移送。给予
杨思涛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省委全会时予
以追认。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马
珂）7月暑假来临，海南也进入高温雨
水天气，容易滋生蚊虫。蚊子会传播
登革热在内的多种传染性疾病，公众
需要谨防登革热感染。7月24日，海
南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了登革热的防
控知识。

如何判断自己得了登革热？

临床上分典型登革热、轻型登革
热和重型登革热三种。

典型登革热：①先寒战，随之发
热，最高可达40℃，发热有双峰样的
特征表现；②全身的毒血症状会伴随
发热而发生，如头痛，眼眶痛，骨关节
痛；③有皮疹，在病程3～6天出现；④
有出血、淋巴结肿大等，个别还会有黄
疸、肝肿大。

轻型登革热：其表现类似流行性
感冒。

重型登革热：有典型登革热表现，
并且会出现精神症状和消化道大出血
等表现。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立即前往
医院就诊，并告诉医生自己前往过的
国家或地区；一旦怀疑为登革热，应按
要求隔离治疗，避免病人被蚊虫叮咬
以防止进一步传播。

登革热如何传播？

登革热通过带有登革病毒的雌性
伊蚊叮咬而传染给人类。主要传播媒
介是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俗称花斑
蚊）。“花斑蚊”喜欢在静止的清水中产
卵，例如家中的花瓶、阳台积水、室外
废弃的缸罐、一次性餐具、轮胎以及竹

筒、树洞、积水容器及潮湿阴暗的场
所。“花斑蚊”白天叮咬人，高峰在早上
8-9时及下午5-6时。

并不是伊蚊吸了登革热病人的血
就可以直接传播疾病，必须先经过一
段时间的外潜伏期使病毒在伊蚊唾液
腺增值后方可传播疾病。有一部分人
感染登革热病毒后病毒在血液中存在
但不发病，称为隐性感染者，但同样能
通过伊蚊将病毒传给其他人。

登革热如何预防？

现时并没有一种有效疫苗来预防
登革热，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
预防登革热的最佳方法就是清除积
水，防止伊蚊孳生，以避免给蚊子叮
咬。

具体预防蚊子叮咬的措施有：
1.到登革热流行区旅游或生活，

应穿着长袖衣服及长裤，并于外露的
皮肤及衣服上涂上蚊虫驱避药物。

2.如果房间没有空调设备，应装
置蚊帐或防蚊网。使用家用杀虫剂杀
灭成蚊时，应遵照包装指示使用适当
的份量。切勿向运作中的电器用品或
火焰直接喷射杀虫剂，以免发生爆炸。

3.避免在“花斑蚊”出没频繁的
时段在树荫、草丛、凉亭等户外阴暗
处逗留。

4.防止积水，清除伊蚊孳生地，尽
量避免用清水养殖植物。对于花瓶等
容器，每星期至少清洗、换水一次，勿
让花盆底盘留有积水。把所有用过的
罐子及瓶子放进有盖的垃圾桶内。将
贮水容器、水井及贮水池加盖。所有
渠道要保持畅通。将地面凹陷的地方
全部填平，以防积水。

省疾控中心专家：

暑期预防登革热，防蚊灭蚊是关键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翊文）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航基础获悉，海口日月广场将于
25日正式启用海口首家城市候机
楼，开通美兰机场巴士5号线搭乘服
务，实现旅游消费服务再升级。

日月广场城市候机楼位于日
月广场西区双子座1层，是机场巴
士5号线的停靠点，内设候车休息
厅，客人可于候车厅内或上车现场
购买车票，并乘坐巴士直达海口美

兰机场。
据悉，日月广场城市候机楼每天

通往美兰机场的巴士的发车时间为
早7点至晚11点，每2个小时发一班
车，单程票价为20元/位，在校大学
生及新生可享受优惠票价 15 元/
位。班车停靠站点为美兰机场、汽车
东站、日月广场（免税店）、华茗精选
酒店、万绿园。

日月广场地处海口市大英山CBD
中央商务区，交通便利，于2019年1月

成功引进海口首家市内离岛免税店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拥有近300
个国内外品牌。

海航基础相关负责人表示，日月
广场城市候机楼的开通，将为离岛免
税购物的旅客缩短出行时间，提供更
加宽松的购物体验、更便捷的出行服
务。城市候机楼未来还将提供更多
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日月广场免税
店离岛购物顾客的购物体验，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海口日月广场城市候机楼今日启用

昌江：

整治环境 焕然一新

日前，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市民广场，环卫工人在打扫卫生。目前昌江正在全
力整治城乡环境卫生，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强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城
区面貌整洁漂亮，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