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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原海口市法制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证 11460100008175681G，零
余额户、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Z6410001001803,J64100031
58204）及批复书、印鉴卡、单位结
算卡，财务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鑫颖川贸易有限公司（税
字：460100324056414）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一本，声明作废。
●海口明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瑞扬芯居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万宁市长丰镇七甲村委会椰子
园经济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万宁市长丰镇七甲村委会上坡
经济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汤泱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 8#702 房
（604470 元）收据一张，编号：
9909853，特此声明作废。
●汤泱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 8#702 房
（50000 元）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5913242，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洪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1年1月19日在《海南
日报》A16版刊登“万宁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
告”，挂牌时间更正为:起始时间:
2021年 2月 9日 9时;截止时间:
2021年 2月22日 9时，其它内容
不变。咨询电话:0898-62217899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李小平遗失中南西海岸B2-1-
907号房收据一份，金额：263990
元，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便民通百货商行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1051957543,现声明
作废。
●沈英伟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80916081X，流水号:
4600051628，声明作废。
●吴印霞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洲
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碧海帆影
A11-2A区洋房CA15幢2605号
房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9）陵
水县不动产权第0017810，特此声
明。
●陵水椰林北斗正尊餐饮业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
号:JY24690281633057，声 明 作
废。
●海口琼山锐克体育用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7MA5T2BD14R，声
明作废。

通知
潘玉灿:

因您在文昌市清澜北二环保障房

项目1标交工和结算阶段连续四

年不出面，经公司研究决定:解除

与您签订的《建筑工程项目承包责

任书》，请于见报之日起三十日内

与我公司联系。

河南国基集团海南分公司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17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47号

蔡妚霞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村

的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

41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

面积为250平方米。经调查,上述

《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

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者，请

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

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蔡妚霞

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书》。联系人:李先生65360879。

2021年1月13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遗失声明
文昌市龙楼镇赤土一村(社区)一组
村民祝声球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469005109207110013J，原 承 包
经营权证流水号：2017第 20046
号，声明作废。
●海南聚阳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号 ：
4601050308080，声明作废。
●海南金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机关工会委员会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17074102，声明作废。
●洋浦雄伟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300394568474K）
遗失公章和法人（范雄伟）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华苑大酒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69028MA5RDM
K680）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土地通告
●洋浦普瑞社区业主委员会遗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金浦

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40036301， 账 号 ：

265032034985，声明作废。

●吴文静遗失户口迁移证明，证

号：桂10464917，特此声明。

●吴文静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00936298，特此声明。

●杨赟（于2021年1月23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320103198803080290，特此声明。

●杨赟（于2021年1月23日）遗失

人民警察证，单位：海南省公安厅，

证号：001176，特此声明。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34690061200647，声明

作废。

●洋浦宏兴自来水器材商场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24752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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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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支撑，医疗健康综合型

服务平台，现诚邀海南省 35 位

合伙人。诚邀热线：13707580171、

17789765551

诚邀合伙

健康营养万宁港北马鲛酬宾
48小时内送货到家13198961639

供 求

广告·热线：66810888

广州市越秀南路东园横路 3
号，一座红色的小楼静静矗立在高
楼间。

这里曾经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
李准的花园别墅。96年前，为支援
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一场
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席卷广州和香
港两地，它的领导机构——省港罢
工委员会就驻扎在这里。

1925年6月，五卅惨案后，中共
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
委指派邓中夏、苏兆征等5人组成
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
中共广东区委又指定冯菊坡、陈延
年等6人组成党团，负责发动广州
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工
工人。

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
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
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
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
地。广州沙基惨案的发生，更进一
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更多
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两地工
人互动联系一直非常密切。”省港大
罢工纪念馆副研究员冯惠说。

为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
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省港罢
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
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最高执行
机关。

这场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参
与人数达到25万人。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省港工人团结一致，积
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
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
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
有力支柱。

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领导中国革命运
动的重要实践。其时间之长、规模
之大、组织之严密，在中国工人运动
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
上也属罕见。

如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之
上，已建立起了省港大罢工纪念
馆。它见证着更多的工人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队伍，成为党最坚实可靠
的阶级基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迅
速壮大，成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民
族解放斗争旗帜的伟大政党；见证

着党的领导下，包含港澳在内的大
珠三角地区走向解放和发展的“红
色足迹”。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
大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
士和国际友人被困，面临日寇搜捕，
处境危险。紧急关头，在中共中央
和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驻香
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
东江抗日游击队等通力合作，组织
营救。

这场空前的秘密大营救历时

6个多月，通过海路和陆路两条秘
密交通线，何香凝、柳亚子、梁漱
溟、茅盾、邹韬奋……许多著名文
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得以安
全撤离。

最终从港九地区营救出文化
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 300多
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 800 多
人，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
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茅盾称之为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夏衍感慨“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生死与共”。
珠江水浩浩荡荡，奔流汇入伶

仃洋。曾见证国家民族百年沉浮的
大珠三角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又书
写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
篇章。

1980 年，在党中央统筹部署
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春天
的故事”在这里唱响。

深圳市乐安居商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庆杰还记得，每天一大早骑
车到30公里外的蛇口码头进货，再
骑回罗湖贩卖的场景。“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罗湖遍地都是可以做的
生意。”他说。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与
港澳联系愈发密切，大珠三角地区
开始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和贸
易重镇。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开启了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
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宜居宜
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新的时代
胜景在这里展现。

“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广
州、深圳‘双城’联动，充分激发‘双
区’建设的整体效应、集聚效应、协
同效应、战略效应、辐射引领效应。”
2021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如
是说。

从“省港”到“湾区”，近百年来，
大珠三角的一枚枚“红色足迹”，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走向
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伴奏着中华
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人足音。

（新华社广州1月26日电 记者
邓瑞璇）

从“省港”到“湾区”：

大珠三角的百年“红色足迹”

2020年10月8日拍摄的深圳蛇口。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2020年全国近20万人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孙少龙）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26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12月，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505
起，处理26922人（包括125名地厅级干部、1316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901人。
2020年全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136203起，处理197761人。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9356起，处理14134人。其中，
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
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7648起，处理
11602人；其次是“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
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
烈”方面问题，查处396起，处理560人。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问题9149起，处理12788人。其中，查处违
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2272起，违规收送名贵特
产和礼品礼金问题2948起，违规吃喝问题1660起。

据统计，2020年全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6203起，处理197761人（包
括706名地厅级干部、10675名县处级干部），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119224人。

农发行2020年
累放贷款超2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侯雪静）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2020年累放贷款2.01万亿元。

这是记者从农发行日前召开的2021年年度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钱文挥表示，面对
2020年严峻复杂形势和艰巨繁重任务，农发行全
力服务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贷款余额再创新
高，不良贷款持续双降，年末贷款余额6.14万亿
元，比年初增长5524亿元。

数据显示，2020年农发行累放疫情防控应急
贷款913亿元，复工复产贷款1万亿元，支持企业
1.12万家；累放扶贫贷款5244亿元，坚决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

此外，农发行创新发行“抗击疫情”“脱贫攻
坚”等主题债券，新发行境内债券1.5万亿元，市场
化发债总量突破10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1月2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祝贺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贺电说：

越共十二大以来，以阮富仲总
书记为首的越共中央重视加强党
的建设，带领越南人民在推进社会

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一系
列成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越共中央发挥坚强领导作用，
有效防控疫情，保持经济增长，改
善人民生活，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我们为此感到由衷高兴。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是事关越南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是越南
党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大
会将确定越南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和越南建国 100 周年之际的国
家发展目标和实施方略，开启越南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

重要意义。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

越两党两国关系，愿同越方一道，
秉持“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
好、全面合作”方针和“好邻居、好
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继承
和发扬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

造和精心培育的中越传统友谊，贯
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
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实现
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新
的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