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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澄综执罚告字〔2020〕DG006号

罗江亮:

经调查,你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擅自在澄迈县中兴镇

孔水村委会里万村15公里处，搭建铁栏占用林地面积

960平方米，合计1.44亩。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

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和《海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

化基准》的规定,对你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1、处罚款10元/平方米,共计9600元人民币。

2、责令限期接到处罚决定书后90天内恢复原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享有要求举行听证或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如要求举行听证或进行陈述和申辩,请在

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申请。逾

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和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

本局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党校四楼

邮 编：571900

联系电话：089867615217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2月6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我局拟按
程序公示《文昌市抱罗镇总体规划暨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9-
2030）》。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2月6日至2021年3月7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抱罗镇总体规划暨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9-2030）》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平海·美龄湾（二期）”修规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平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平海·美龄湾（二期）”

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清澜高隆湾大道东侧，总用地面积
37664.00平方米（折合56.49亩）。原修规方案已经文昌市城市
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九次规委会审议通过，由于200米海岸带退
线的要求以及相关政策影响，建设单位申请修规调整。经专家论
证原则同意该项目修规调整，调整后规划方案经市第1次规委
会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平海·美龄湾（二期）具体建设指标调整
情况为：原总用地面积 41958.2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1200.83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27272.83 平方米），容积率
0.65，建筑密度19.8%，绿地率45%，停车位258个。现调整为总
用地面积37664.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9760.83平方米（计容
建筑面积27272.83平方米），容积率0.7241，建筑密度10.58%，

绿地率45%，停车位165个。现内容符合要求，具体内容详见
附图。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对该项目方案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2月6日至3月7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 示 意 见 反 馈 方 式 ：（1）电 子 邮 件 请 发 送 到 ：

wc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
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
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郭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6日

公告
海南天亿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张兰芝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澄劳人仲案字〔2020〕第
171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应诉及开
庭通知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以上材料，逾
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3
月24日下午3:00在澄迈县就业
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五楼仲裁庭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
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6日

公告
海南百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胡海林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0〕第 408 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
劳人仲裁字〔2021〕第76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6日

遗失声明
万宁北坡专营店不慎遗失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据：

16031150—16031200、

16031401—16031450、

17060501—17060550、

17060901—17061000、

17061151—17061250、

17061351—17061450，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麦粒小吃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食品许

可证编号为JY14601061760293，

特此声明作废。

●椰林镇桃园村委会第一、二、三、

四、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

社不慎遗失集体土地所有证，证

号：陵集有（椰）第00585号，现声

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壹加壹饺子馆海甸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4601080012187，
声明作废。
●海南兴东食品有限公司丢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华宇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儋渔19068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
证书一本，证书编号：（琼儋）船登
（权）（2018）HY-100177号，琼儋
渔19068渔业捕捞许可证一本，证
书编号：（琼儋）船捕（2018）HY-
100150号，琼儋渔19068渔业船
舶国籍证书一本，证书编号：（琼
儋）船登（籍）（2018）HY-100177
号，现声明作废。
●儋州富水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3MA5T2WWH3T）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金海府驾校培训有限公
司 遗 失 运 输 证 ，证 号 ：
460100018025，声明作废。
●冯秋木遗失坐落于陵城镇城内
旧学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
陵国用（陵城）字第00583号，特此
声明。
●胡斌遗失长影粤海（海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专用
收据1张，收据号码：0011698，金
额：380283.00元，声明作废。
●王国锋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90030010102003796，声明作
废。
●本人李舒玮遗失海南省卫生学
校助产专业毕业证，证号为：
HN2016211731940，特此声明。

公告
东方市华侨农场非归难侨危房改

造工程1～3、8#楼 工程已竣工决

算，为便于结算支付，请该工程各

材料供应商及施工人员等债权人，

务必于2021年2月10日前带相关

凭证至我司如实申报债权，并请相

互转知，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动

放弃向我司主张权利。电话：

0794- 8284512、18166001173，

联系人：方观龙

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2月4日

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董事会的公告
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1

年2月23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

路华懋商厦1327室召开董事会,

会议内容：讨论并决定公司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任免相关事宜。请公

司全体董事届时参加会议。

联系人:沈军，13683292204

2021年2月5日

更名和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经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核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澄迈

县支公司红光农场营销服务部更

名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澄迈县支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营

业场所地址变更为海南省澄迈县

福山镇福山路130号三楼。特此

公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澄迈县支公司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6年6月20
日，在东方市大田镇一玉米种植基
地，该女婴生母“阿霞”(姓名不详)
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
活，女婴特征：身上裹着一条毛巾，
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母，于公告之
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
领。联系地址：东方市八所镇居龙
村龙北路58号，联系人：陈啟聪
18907629589。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祥，于
2018年 3月 6日在东
方市人民医院抱养到
一名女婴，请该女婴生
父母或其监护人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

效证件来认领，逾期将依法安置。
联系人：赵廷颂13518057220

2021年2月5日

声明
本 人 霍 劲 松（身 份 证 号 码
42010419740904123X）现 声 明
在海南省办理公司工商注册，税
务，融资，以及各类贷款等事务，如
无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本人现场签
字都不予认可。特此声明

声明人：霍劲松
2021年2月5日

●澄迈富海深箱养殖专业合作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902757309992P）遗失公章，

现声明作废。

●海南农商友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重兴镇育英村务监督委员会遗

失理财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杜佳不慎遗失在三亚中升

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金

收据一份（黄联），编号：0011545，

金额5000元整，以及购车合同（红

联）一份，编号：0002403，声明作

废。

●谢璧联不慎遗失文昌海石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星蓝湾·五号楼，

5-23-7 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9685526，金额：268449元，声

明作废。

●田路不慎遗失文昌海石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星蓝湾·五号楼，5-

19-4购房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9685525，金额：284607 元，声明

作废。

●海南许艳梅游泳跳水俱乐部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43601201，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法人章破损，声明作废。

●澄迈县加笼坪森林资源管护站

遗失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雷芬不慎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书，编号：461219030059，现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认婴公告
玆有一女婴（已起名全
丹丹）于2013年 12月
6日在瑞溪镇金永路王
德茂房前被王小平捡
拾。现请该女婴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
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7612206

澄迈县民政局 2021年2月4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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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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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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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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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
海南融泽房地产销售代理有限公

司：

债权人付志江、付雅璇已经与海南

美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

协 议 ，将（2019）琼 0106 民 初

1558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对你公司

享有的692760元本金及利息债权

全部转让给海南美好投资有限公

司。请你公司于本通知发出之日

起立即向新的债权人海南美好投

资有限公司履行债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付志江、付雅璇

2021年2月6日

减资公告
经海南都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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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14.09715 万 元 减 少 至
40207.8815万元，原债权债务不
变，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荆志
恒，电话：15836178578。

减资公告
海南康翠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HRCE8J）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 3000 万元减至 600 万元人民
币，原债权债务不变。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16年8月13日晚上
11点，在东方市铁路医
院，该女婴生母"啊丽"

(姓名不详)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
回内地生活，女婴特征:身上裹着
一条长围巾。到现在已经4岁了，
取名叫符素琴，一直未能办理户
口。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母，于公
告之日起60天持有效证件过来认
领。联系地址:东方市江边乡老村，
联系人：符贵雄，电话：18976198079

距离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
溪镇不远，有一条不起眼的山路，长
约5.5公里，名叫花界。

1934年底，许多红军战士接到
一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走过花
界，走上通往胜利的道路。

花界，从此有了特别的意义。
58岁的县溪镇兵书阁村农民吴

泽文，在这条路上听着红军的故事长
大。爷爷告诉他，在离家不远的地
方，开过一场“了不起的会”，那场会
议最终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
于危难之际开辟了生机。

1934年12月12日那场“了不起
的会”，生死攸关。

参会者共七人：博古、李德、周恩
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毛泽东，他
们激烈地争论：红军该向何处去？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
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惨重，
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
人；当时，蒋介石调集了近20万精锐
部队，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以
待，等着红军“自投罗网”。

惨烈的湘江战役给中央红军
带来重创，不少人都处于彷徨迷茫
之中。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写诗：“铁
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
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12月10日，中央红军攻下通道
县城（如今的通道县县溪镇）；1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

议，史称“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上，博古、李德坚持要

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上湘
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却坚
持反对博古、李德的意见。他根据敌
情变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提出红
军应当避实就虚，西进贵州，在川黔
边创建新根据地。

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得
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当晚19点30分，中革军委根据
会议决定发出“万万火急”转兵电
令，中央红军由此改变行军路线，转
向贵州。

湖南省通道转兵纪念馆里，陈列
着这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的复印
件。纪念馆宣教部部长、讲解员粟秋
梅介绍，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份以
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
电令，足见其重要性。

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郑湘介
绍，“通道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
李德顽固坚持的、使中央红军遭受巨
大损失的战略方针；中央大多数领导
人赞同、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从而为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和毛泽
东进入中央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
了基础。

刘伯承《回顾长征》文献资料记
载：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
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
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
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

的前途只有毁灭。
郑湘说，“通道转兵”是长征史上

一次不可磨灭的历史抉择，“它于万
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党。”

许多年后，人们在回忆和书写长
征时，把它称作“伟大转折的开端”。

尽管红军长征在通道境内只有
短短9天，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
事，却在当地老百姓中广泛流传。

“爷爷说红军长征路过村庄，村
民给他们吃东西，他们会悄悄把钱留
在灶台上；借住了村里的屋子，也留
下住宿费。”吴泽文说爷爷提起红军
时经常满含敬佩，“红军吃得苦，不占
百姓便宜，最得人心。”这是吴泽文自
幼便听过的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吴泽文曾
挑着粮食、穿着草鞋，跋涉在花界这
条“红军路”上，有时一天来回好几
趟。山路陡峭，雨雪天更是难走，疲
惫的吴泽文摔过许多跤，忆起爷爷所
说“花界是红军转兵走过的路”，他更
加体会了什么是“吃得苦”。

地处深山的兵书阁村曾是深度
贫困村。数十年来，花界是村里唯一
一条通往外界的路。

关于路的困窘，经过多年修整，如
今，村里不仅通了宽阔的水泥路，通组
公路和入户道路也全部硬化，小汽车
现在可以从城里一直开到家门口。

路通了，日子也好起来了。为了
帮助建档立卡户吴泽文发展产业，对

口帮扶的干部一个月上门三四趟。
“我看到他就安心，可能就像当年爷
爷看到红军一样。”吴泽文说。

如今，吴泽文家养起了稻花鱼、
种上了钩藤，儿子找到了工作，家庭
年收入六七万元，早已脱了贫。

路修好了，花界上渐渐不再有村
民行走，但“守护花界”却成了村民们
的默契——

这里从未发生过山火，也没有人
乱砍滥伐，村民们怀着同样的敬畏，

“因为花界是红军走过的路。”
令村里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

花界会成为一条“富民路”。
“村里的脱贫攻坚，也要发挥‘通

道转兵’精神。”扶贫工作队队长罗平
想，“首当其冲就是四个字：实事求
是。”换言之，就是要充分考虑村里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谋发展。

经过扎实调研，罗平带领工作
队，将红色旅游作为重点产业。

2020年5月20日，兵书阁红色
文化体验园正式开园，辐射到5个
曾经的贫困村，带来可观收益。重
走花界，成为其中重要的红色旅游
体验项目。

崎岖狭窄的花界，原汁原味地保
留了当年红军走时的样子。大半年
来，两万余人来这里旅游，其中许多
人走上花界，寻访长征足迹，接受红
色教育。

花界，当年是生机之路，如今是
小康之路，也永远是初心之路。

80余年前，于万分危急关头，
“通道转兵”将中央红军指向转危为
机的道路。这一抉择所蕴藏的红色
基因，穿越时空，烛照今日——

征途漫漫，每当遇到荆棘障碍、
坎坷曲折，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
敢于斗争，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无论时空如何变换，“在危机中
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智慧与
担当，始终是一个百岁大党行稳致远
的生命力所在。

“‘通道转兵’的精神有16个字：
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
担当。”纪念馆里，郑湘向参观者讲
述，“不忘来路，方能致远。”在郑湘看
来，这是当地老百姓努力守护花界的
原因，也是更多人前来聆听转兵故事
和重走花界的初心。

距纪念馆不远，是兵书阁村的村
部。院子里挂着醒目的横幅，写着：

“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强力推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冬日暖阳下，罗平和吴泽文等
人坐在院子里聊新春计划。吴泽文
说，来年他打算改造、承包十几亩鱼
塘，“再多找（挣）点钱，继续把日子
过好。”

“那太好了。脱了贫，乡村振兴
就是我们的‘新长征’，我们一起用

‘通道转兵’精神，把这条路越走越红
火！”罗平笑着说。

（新华社长沙2月5日电 记者
刘紫凌 袁汝婷 周勉）

向着胜利，关键的抉择
——重走花界读懂“通道转兵”

外交部：

中方坚决反对
任何建交国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记者许可 董雪）据
报道，圭亚那政府当地时间4日宣布终止台湾在
圭设立“台湾办公室”协议，表示将继续遵循一
个中国原则。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日表
示，圭方及时纠正错误，有利于双边关系大局。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
的官方交往。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媒体
报道，当地时间 2 月 4 日，圭亚那政府发表声
明称，圭将继续遵循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不变。圭政府未与台湾
建立任何“外交关系”，终止台湾在圭设立“台
湾办公室”协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另外，
此前美驻圭亚那使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
事处”等曾表示欢迎台湾在圭设立机构，中方
对此有何评价？

汪文斌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
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
往。圭亚那政府秉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立
场，宣布终止台在圭设立机构有关“协议”，并
重申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不与台建立所谓
官方关系。圭方及时纠正错误，有利于双边关
系大局。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地打着开展
经贸和文化等非官方活动的幌子，行谋求“台
独”、拓展“国际空间”之实，妄图瞒天过海、蒙
蔽世人。

“事实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
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分裂行径和
拙劣表演不得人心，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注定贻
笑大方。”他说。

汪文斌表示，美国有关官员违背国际法原
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发表严重错误言论，中方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谨
言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