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9月 7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9 月 5 日至 7
日，全省公安多警种联动，集中开展
整治酒驾“百日行动”，两天共查处
酒后驾驶457起。9月7日，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公布查处的第二批酒驾

人员名单。
针对近期全省范围内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和事故多发态势，为全力防范
因酒驾醉驾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切
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海南省公安厅决定于2020年9月

5日至12月15日，在全省范围内通过
集中用警、多警联动等方式，开展整治
酒驾醉驾“百日行动”。

据了解，整治期间，对酒驾醉驾等
违法犯罪行为一律顶格处罚；对情节
严重、危险程度高、社会危害大、严重

危及公共安全的醉驾行为，一律从重
惩处，依法判处实刑；对酒驾醉驾人员
一律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公布，并推送
至征信管理部门；对党员、国家工作人
员酒驾醉驾行为，及时通报当地纪检
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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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步海同志逝世
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原党委书记、场长

李步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9月4
日在海口逝世，享年95岁。

李步海，男，天津蓟州人，1945年8月参
加革命工作，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八路军辽东军区警卫营任战士、副班长、
班长，在41军121师任副排长、排长、副连
长、连长；解放后主要历任广东热带作物学校
生产科科长，西华农场场长，海南红光农场、
西流农场场长，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党委书记、
场长等职。1991年3月离休（地专级），享受
按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李步海同志送别活动定于2020年9月8
日上午9时在海口市殡仪馆举行。

家属联系电话：13922816326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20年9月7日

我省举行老年人地掷球赛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王黎刚）2020年

海南省农垦“情系农垦杯”老年人地掷球比赛9月
7日在省农垦机关球场举行。

比赛吸引了省内各市县（除三沙市外）、省委
组织部、省公安厅、海南大学、海垦控股集团共24
支代表队参加。本次比赛既是海南农垦庆国庆、
迎中秋系列活动的启动，又是迎接省第11届老年
人运动会的热身赛。比赛分为4个小组进行，每
个小组6支球队，采用单循环赛制。

最终，比赛将产生4支获得优胜奖、4支获得
优秀奖、16支获得鼓励奖的球队。本次比赛由省
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海南省农垦老年人体育协
会承办，海南省老年体协地掷球工委承办。

新海南客户端携手美团
赠送2000份骑行礼包
用户30天内可免费骑美团单车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王燕珍）
近日，新海南客户端携手美团APP，结合本地主
流媒体与生活服务平台优势，为用户派送2000份
骑行礼包（每份价值30元）。读者可登录新海南
客户端领取美团单车30天免费骑行券。

即日起，新海南客户端的新老用户点击客户
端主页的“免费骑行”按钮，进入活动页面即可领
取30天免费骑行兑换码，全省通用。活动期间同
一用户仅可领取一次，领取成功后可在美团APP

“骑车—我的—卡券—优惠码兑换”里进行兑换。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聚焦教育扶贫
不让孩子因贫困“输在起跑线上”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9月7日
晚上播出的第197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邀请到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工作推进小组办
公室主任、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孔令德作
为主讲嘉宾，给贫困学子上了一堂“开学第一课”。

课上，孔令德指出，教育是最基础、最根本的
扶贫工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需要加大“授人
以渔”的扶贫力度。党和政府会兑现让贫困家庭
子女能上学、上好学的庄严承诺，帮助贫困群众通
过职业教育掌握技能技术，增强脱贫致富能力和
信心。

孔令德说，贫困群众遇到困难要主动找到政
府，不让孩子因贫困“输在起跑线上”，要培养他们
人穷志不短的心气、脱贫致富的勇气、为梦想勇敢
拼搏的志气。

遗失声明
海南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0400006322，公章一枚，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姜中娟遗失海口市卫生局颁发
的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
110460100004678，声明作废。
●符广金遗失座落于琼山市灵山
镇锦丰村委会仁定村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琼山籍国用(1997)
字第08-486号,声明作废。
●陈丽芳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 ：460199015042526，声 明 作
废。
●陈卡丽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990015042527，声明作
废。
●陈丰南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坡博
路1号虹冠大厦3单元805号房的
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
29420，声明作废。
●陈丰南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坡博
路1号虹冠大厦3单元805号房的
土 地 分 割 证 ，分 割 证 编 号 ：
200706012，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立山塑钢装饰材料店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出租人：欧春明，承租人：黄龙雅
遗失座落于美舍上村162号 201
房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证
[2019]第35218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东方华虹光电广告有限公司代码
9146900756244229XK，拟向东方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合意汇绿色实业有限公司（代
码91460000MA5TKNP708）注册
资本贰亿元减少至1000万元人民
币，债权债务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三亚运河广告部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老地方饮食大排档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编 号:
JY24690260006205声明作废。
●万宁和乐林家茶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6MA5RE0KX4F，声 明
作废。
●张玲绿不慎遗失海南工商职业
学院毕业证书（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大 专 ） ， 证 书 编 号:
138761201306000632，特此声明。
●沈有荣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县英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蔚蓝
星语A06-1区洋房5栋106号不
动产权证书，产权证号：琼（2018）
陵水县不动产权第0011457号，声
明作废。
●海南新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914690033957903843，
声明作废。
●儋州市光村镇总工会遗失法人
证 书 一 本 ， 证 号:
81469003056379574H，声 明 作
废。

注销公告
海南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
号：28398557-4），拟向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冀兴工贸开发公司（注册号：
28400092-5），拟向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转让琼中300亩山地
证照设备全，价格面议，电话
15643399292李

更正声明
海南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9年7月13日刊登的财务章磨
损有误，现更正为海南誉鑫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
废，特此更正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大力水下工程有限公司磨损
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张召西)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壕车一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铭泰兴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收票证《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181）琼税现
00051071- 00051075 号，（181）
琼税现00051083-00051090，现
声明作废。
●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工会委
员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编
号：工法证字第213000008）遗失，
声明作废。
●儋州华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B8PB3J，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商铺出租

减资注销

●海南冀兴工贸开发公司（注册
号：28400092-5）不慎丢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负责人
章，声明作废。
●海南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
号：28398557-4）不慎丢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负责人
章，声明作废。
●王玉姨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登记编号：
635，现场编号：Y67，声明作废。
●广州市知泰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开具的《海南省海口
市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凭
证》一张，凭证号0253533，往来项
目为:沃易购押金，金额：30000
元。声明作废。
●海口邦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GNBD7B）遗 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琼山晶祥旅业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座落于海口市秀英区石山
镇土地证，证号：琼山国用石山字
第0074号，声明作废。

土地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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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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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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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甸溪废弃沉船清理公告
我局承接的海甸溪清淤工程即将
启动，为确保航行安全、航道顺畅
和城市景观需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拟对海甸溪（新埠
桥至世纪大桥段）一带水域妨碍船
舶航行及河道景观的“三无”船舶、
沉船、漂浮物等进行打捞清理。
请相关所有人、经营人自公告起七
日内自行打捞清理，逾期未打捞清
理，将视为无主船处理，由此造成
的损失及法律后果自负。
广州打捞局海甸溪清淤工程项目
部

2020年9月7日

临街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办公商
铺出租。电话：15607550859

高价回收空调、旧货13976906892

回收旧货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开展整治酒驾“百日行动”，两天共查处酒驾457起

第二批酒驾人员名单公布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近日，在琼海市石壁镇的奔富生
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该镇下朗
村脱贫村民符芳雄一早便来到猪
舍。喂食、清扫、消毒……几个小时
下来，符芳雄忙得汗水打湿了衣衫。

“虽然养猪很辛苦，但是能靠自
己的努力脱贫‘摘帽’，我感到很骄
傲。”符芳雄说。

过去，符芳雄一家土地少，还有
2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尽管符芳雄
和妻子王海梅积极外出务工，仍然入
不敷出。2018年，石壁镇政府了解
到符芳雄一家的情况后，将其列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并陆续开展了一系列

的帮扶工作。
“他们夫妻非常勤劳，脱贫的愿

望十分强烈，总是天不亮就起来干
活。”帮扶责任人梁振宇介绍，最初，
政府用扶贫资金为他们购买了鸡苗
和猪苗。领到种苗后，符芳雄夫妇积
极学习，向村里有养殖经验的村民请
教，渐渐掌握了养殖技术。

后来，通过养殖，符芳雄一家的
家庭经济有了起色，2019年，仅养猪

一项，符芳雄夫妇就获利4.5万元。
由于掌握着养猪技术，夫妻俩又

向梁振宇提出到镇里的养猪合作社
务工。

“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更
多收入。”符芳雄说，镇里的合作社吸
纳了不少贫困户，通过务工，他们都
达到了脱贫标准。听闻这些，他们便
想去打工增收。

“他们有这个意愿，我们非常高

兴，立即帮他们联系，争取了工作岗
位。”梁振宇说，经过和合作社的沟
通，今年4月，符芳雄夫妻正式到合
作社去务工。“他们去熟悉了工作环
境之后，很快就上手工作。因为勤劳
肯干，现在夫妻俩是合作社里的养猪
主力。”

“勤劳就能脱贫致富，这句话说
得一点也不假。”每每说起现在的日
子，王海梅总是感叹，现在夫妻俩每

个月的务工收入可达7000元，这曾
经是她不敢去想的，但现在实现了。

如今，符芳雄和王海梅的脱贫故
事，在当地已经成为勤劳致富的好榜
样。而摆脱贫困的符芳雄一家对未
来充满期待，表示不仅要积极务工，
而且还要在务工中强化养猪技能，把
家里的养殖产业做好做大，提高家里
的生活条件，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
自信。 （本报嘉积9月7日电）

琼海石壁镇脱贫户符芳雄、王海梅夫妇勤学养猪技艺促脱贫

迎来新生活 致富路更宽

走向我们的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林小丹

近日，屯昌县南吕镇佳塘村的一
处养猪基地里，佳塘村党员、致富带
头人王凡正忙着饲喂一头头母猪和
幼仔。返乡创业后，凭着养殖蛋鸡、
种植瓜菜致富的他，又带动贫困户养
猪脱贫，闯出了一番天地。

提起创业的历程，王凡颇有感
触。毕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对农产
品市场深入考察，并看准商机，回乡谋
发展、搞农业。2013年，王凡开始在自
家60亩的槟榔园里发展林下蛋鸡养
殖产业，通过对鸡群进行放养和饲喂
稻谷，他养出来的蛋鸡，所产生态绿色
鸡蛋蛋黄大、蛋清白嫩、味道鲜美，很

快就打开了销路，供不应求。
王凡也意识到，不能“把所有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于2014
年开始种植杭椒。每年一月，杭椒上
市，市场行情好时可卖至八九元一
斤。在此期间，王凡种植的杭椒需要
大量的人工进行采摘，于是每年采摘
季节，王凡都会召集村里或附近村的
村民、贫困户来务工，助对方增收。

2017年和2018年，种植杭椒都

让王凡尝到了甜头。他计划着，
2020年将杭椒种植面积扩大到100
多亩，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务工。

去年，闲不住的王凡又张罗着养
起了猪。海南日报记者看到，王凡的
养猪基地目前有3个黑猪养殖小区，
存栏量500头。规模最小的小区只
有50头，都是自繁自育的母猪，最大
的一个小区可容纳400头肉猪。跟
着他忙前忙后的脱贫村民、养猪基地

管理员陈仕智，从2014年起便开始
跟王凡种辣椒、养蛋鸡，算上如今的
养猪产业，已有6个年头。

“我们从去年11月开始养猪，我
的工作就是喂猪和做卫生、消毒。王
凡出资，我出人工，除了成本和投入，
剩下的利润我们平分。”陈仕智说。

长期合作的不仅有脱贫户，还有
和王凡一起长大的挚友。问起为何
能与王凡合作如此之久，他们均表

示，这源于对王凡能力的认可和其党
员身份的信任。

在王凡的带动下，如今佳塘村辣
椒种植规模达到100亩，母鸡年存栏
量 4000 只，肉鸡年存栏量 1 万多
只。从2013年至今，王凡积极发挥

“领头雁”的带动作用，带动5户贫困
户脱贫、3户一般户增收，受到周边
群众赞誉。

（本报屯城9月7日电）

屯昌“90后”党员王凡返乡发展杭椒种植和蛋鸡、生猪养殖产业

闯出新天地 带富家乡人

扫码查看
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公布的第
二批酒驾人员
名单

近日，在东方市板桥镇新园
村，村民们正在搭建大棚,准备种
植水果瓜菜。

东方市板桥镇新园村曾是
深度贫困村，为了壮大集体经
济，助力贫困户脱贫，新园村投
入扶贫资金，发展兰花、火龙果
等产业，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提供就业、产业扶贫分红等
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

如今,新园村贫困发生率从
38.9%降低到0%，村集体经济
收入每年稳定在80万元以上，
贫困户每年实现稳定分红达40
万元以上，整村实现脱贫摘帽。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鸿 图/文

集体经济
“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