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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福泽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光村镇老教师联谊会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9674901，声明作废。
●儋州恒远财税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代理记账许可证书，许可证书编
号：DLJZ46900320190001。二维
码编号为 46206000100014333，
现声明作废二维码编号。

●海南車家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财务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赵延飞遗失海南闽庄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庄园丽都二期D6-
2211房收款证明收据1张，编号，
0043488号，声明作废。
●本人刘春松不慎遗失海南二级
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证书，证
书编号：02061964，现声明作废。
●蔡笃川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10115海洋捕捞许可证，证号:琼
万宁(2003)第HY000393号，声明
作废。
●海口众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谈洋汗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2.1期B4-1612号房的
房 款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No130012594，金额：422332元，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益尚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文昌维嘉国际广场商务公馆

招标公告
工程项目：土方开挖、基坑支护、人
防、基础桩、工程桩检测。
有 意 联 系:0898- 63288519/
13876331861。登陆www.hngua
nheng.com下载招标文件。

声明
海南山屿海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现作以下声明：自本声明见报之
日起海南山屿海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如有对外签暑任何协议及
合同，如无法定代表人亲自签名，
本公司将不予认可。
海南山屿海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林文生

2021年3月5日

声明
于国珊，你于2002年1月10日预
借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农
村局（原农业局）人民币贰万元
(20000.00），用作建设预制块构件
沼气池材料费用，至今尚未结算。
请你于登报之日十五日内到我局
办理相关事宜。
联 系 人 ：肖 宁 ；联 系 电 话 ：
089827722746、13907676136 特
此声明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 2021年3月5日

●海南杰辉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D2F

D02）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董福强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A3栋 901房收据贰

张,号码为：0008330、0002784，

声明作废。

●王峰、范文辉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清水湾旅游景区Aloha清水湾B7

栋公寓-2层B210房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19）陵水县不动产

权第0014152号，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鑫豪门之星茶艺中心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JY14601080040980，现

声明作废。

●李哲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有

限公司温泉庄园9#A602收款证

明收据一张，编号：0009920号，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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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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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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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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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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2021年3月2日我局经审核同意

东方市感恩幼儿园变更法定代表

人由李海兰变更为马金香，并核发

新 证（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9007MJY294716D）。

特此公告！

东方市民政局

2021年3月2日

公告
经上级指示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

园于2021年3月9日起闭园不对

外开放接待游客，对园区设施景观

进行升级改造，闭园期间不再对外

开放敬请广大游客谅解！园区开

放时间另行通知！

琼海汇海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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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的
(2020)琼 0108 执 965 号《执行裁
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
已将海南深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的琼山市国用(灵山镇)字第
01865号土地证项下的140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谢云龙，依据
《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现决定注销琼山市国用(灵山镇)字
第01865号土地证项下的140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3日

●彭军强遗失中南西海岸 B8-
2801购房收据1份，金额348122
元，声明作废。
●吴育强2021年3月4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证号：4600271965020
90011，特此声明。
●保亭县什玲镇椰村村民委员会
市队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省中小企业帮扶受理中心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
本)壹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00056798598X7，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法律事务所
遗失执业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号）：3146000076039426
8X，声明作废。
●澄迈养天和大药房龙申店不慎
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证号：琼
CD-CM-20-007，声明作废。
●贾绚遗失座落于乐东县九所镇九
所新区南区117号罗俊住宅楼（国
元温泉公寓3号楼）703房的房产
证，编号：20140178号，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的(2017)琼 0106 号执

恢 31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

已将海南数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琼山籍国用

2004 字第 02-00001 号土地证项下的30124.94 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海口正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依

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籍

国用 2004字第02-00001号土地证项下的30124.94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的(2017)琼0106号执

恢 31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

已将海南数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琼山籍国用

2004 字第 02-00001 号土地证项下的402.25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过户给海口正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依据

《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籍国

用 2004字第02-00001号土地证项下的402.25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公示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典当有限公司)与债务人(谌章兵、赵

秀梅)于二0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我处申办了《房地产最高额
抵押典当借款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2019)琼椰城证字第
3049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谌章兵、赵秀梅)应在二0
二0年一月二十四日止向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典当有限公司)
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1200000.00元),现截止二
0二一年三月一日债务人尚欠本息人民币壹佰贰拾陆万玖仟零
肆拾元零角零分(1269040.00元)，债务人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
还上述债务，现债权人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
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
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0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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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分别于2021年2月21日、2022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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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登记清退函》发出之日正
式解除。请您尽快至我司办理相关手续。

清退名单如下：

和泓·海棠府清退通知

房号
二期G11-2-302

二期G09-3-601
二期G11-1-302

二期G09-3-202

姓名
薛莉莉

翟玉玲
郭霞

马凌

房号
二期G09-3-501

二期G11-1-301
二期G01-1-201

姓名
张丽敏

张国臣
庄关启迪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3月6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拆迁及迁坟通告
根据海府〔2013〕118号征地通告和（海资规管制〔2021〕124

号）文件规定，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秀英区长流镇、石山镇等

106.87亩土地作为火山口绿色长廊改造拓宽项目建设用地。征收

土地位于秀英区长流镇、石山镇，四至范围以测量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业主和坟主，请在本通告发布

之日起7天内，到当地长流镇、石山镇人民政府办理拆迁和迁坟登

记手续，逾期当无业主建（构）筑物和无主坟处理。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人民政府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长流镇：王先生 13807577201

石山镇：李先生 13976989623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1年3月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340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潘朝雨与被执行人海南金华实
业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2
月22日作出(2020)海仲案字第1598号裁决书，裁决书第二项内
容为:海南金华实业公司应于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协助潘朝雨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西路怡昌花园3幢凌
云阁902房不动产权办理登记至潘朝雨名下。因被执行人海南金
华实业公司拒不履行上述裁决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按照
(2020)海仲案字第1598号裁决书的内容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
甸五西路怡昌花园3幢凌云阁902房不动产权办理登记至潘朝雨
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对上述财产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384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梁杉与被执行人海南金华实业公司
商品房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2月22日作
出(2020)海仲案字第1599号裁决书，裁决书第二项内容为:海南金
华实业公司应于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协助梁杉将位
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西路怡昌花园3幢凌云阁901房不动产权办
理登记至梁杉名下。因被执行人海南金华实业公司拒不履行上述裁
决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按照(2020)海仲案字第1599号裁决书的
内容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西路怡昌花园3幢凌云阁901房不
动产权办理登记至梁杉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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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每年
的这一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山椒社
区的知海书屋，总会以自己独特的续
写“雷锋日记”方式，与青少年一起重
温雷锋故事，传承雷锋精神。而这样
看似微小的行动，坚持了近四十年。

3月5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与
定城镇山椒小学的90名同学一起来
到知海书屋。一踏进书屋，大伙儿就
被书屋里的“学雷锋精神文化馆”展
区吸引了目光。文化馆里不仅设有
学雷锋专题图书阅读点，还陈列了书
屋珍藏的多份雷锋事迹图书图片资
料。但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张贴在
展示架上一百多个孩子亲手书写的

“雷锋日记”。

这些“雷锋日记”，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雷锋日记”，而是孩子们在学习
雷锋相关事迹和语录后，将自己的所
思所想，及生活中自己践行雷锋精神
的点滴，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大
家将这样的方式，称之为续写“雷锋日
记”。而这样的“续写”，并不只是书信
上的“续写”，还是行动上的“延续”。

该县龙州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王
萤在自己的日记中写着：人的生命是
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叔叔用短暂的一生实现了这个诺
言。虽然现在的我们无法做到像雷锋
叔叔那样奉献，但我们依旧可以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哪怕很微小。

“从小，我就将雷锋叔叔作为我的
榜样，他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
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定城镇中心小

学学生莫雅倩在日记中这样写下了自
己的感悟。

在马路上扶起摔倒的老人，在公
交车上给陌生人让座，帮助老奶奶搬
东西……除了感悟，不少同学还在日
记中分享了在生活中践行雷锋精神的
点点滴滴。

这些小故事，也让站在展示架前
的同学们读得津津有味、目不转睛。
不时还有孩子发现，自己写的日记被
贴在了展示架上，不由得兴奋地与身
旁的小伙伴分享起来。

认真读完20多篇日记后，山椒小
学五年级学生许秋豪说自己对雷锋精
神的认识更深刻了，“我们需要学习雷
锋叔叔对待事业的态度、刻苦学习的
钉子精神，也要学习他关心人、爱护
人、理解人的品质。我希望自己能学

到雷锋身上助人为乐、爱岗敬业、积极
进取、勤俭节约的品质，也希望我有一
天能像他那样，用温暖照亮更多的
人。”

从最初的一篇日记、一份雷锋剪
画开始，知海书屋的创办人孙衍吾一
直在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宣传和践行
雷锋精神。走进学校、走进消防队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尝试通过不
同的方式，丰富“学雷锋”活动的形式。

而续写“雷锋日记”这项活动，自
20世纪80年代书屋创立以来，他就
从未断过。在他看来，坚持做好这样
一件普通的小事，就是自己践行雷锋
精神的最好行动。

而孙衍吾的坚持，也感染了一批
又一批人。“不少孩子在书屋成立时就
参加了续写‘雷锋日记’活动，即便过

去了这么多年，他们每年仍在坚持书
写。不少人搬到外地，但在每年雷锋
日前后，仍会将日记邮寄到书屋。”而
这些珍贵的日记和书信，如今依旧被
孙衍吾悉心保留在书屋中。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孙衍吾还特意将
今年的续写“雷锋日记”活动主题，定
为“学雷锋 听党话 跟党走”。为了办
好这次活动，今年春季学期一开始，他
就跑遍了定城镇的学校，号召大家积
极参与。“学校都特别支持，光是今年，
我们就收到了200多篇日记。”

孙衍吾说，雷锋精神是自己这一
生的信仰，希望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
式去帮助别人，让雷锋精神一代代传
承下去。

（本报定城3月5日电）

定安知海书屋带动青少年用书信和行动传承雷锋精神

续写“雷锋日记”近四十载

兴起志愿服务热潮
本报嘉积3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陈

卓）3月5日，琼海以多种形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上午，由琼海市红色椰子寨讲习社志愿

者组成的红色文化讲解队在椰子寨战斗纪念馆，
热情向正在馆内参观的游客讲解椰子寨战斗纪念
遗址的光荣革命史。与此同时，琼海市志愿服务
指导中心、博鳌镇政府联合在博鳌海滩开展海洋
保护“净滩”志愿服务活动。下午，琼海市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则组织志愿者深入嘉积镇纪纲社区开
展“四爱”环境卫生清洁、疫情防控宣传志愿服务
活动，在当地形成开展志愿服务的热潮。

志愿服务活动将持续全年
本报三亚3月5日电（记者昂颖）今天是全国

第58个学雷锋纪念日，三亚处处闪耀着“雷锋的身
影”。12家青年志愿服务组织齐出动，开展学党史宣
传、净化沙滩、环保宣传、义诊义剪、身心健康宣传、心
肺复苏教学、防电信诈骗宣传、车站执勤等青年志
愿服务活动，累计到岗的青年志愿者超420人次。

三亚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接下来的9
个月中，三亚各志愿服务队将在旅游景区、商场超
市、学校、医院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地开展便民
利民志愿服务和文化志愿服务活动，预计将开展
系列活动500余场，发动青年志愿者3万余人次，
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服务。

本报金江3月5日电（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张仁圣）3月5日，澄迈县启
动“3·5”学雷锋志愿服务月系列活
动，线上线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学雷
锋主题活动。

当天上午8时许，在活动主会场
澄迈县金江镇影剧院，志愿者们用歌
舞表演为志愿服务活动拉开序幕。在
分会场澄迈县汽车站，志愿者们开展

“弘扬雷锋精神·心系环卫工人”爱心
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幸福传递·爱心
义剪”志愿服务活动等。

据了解，除了线下活动，澄迈还将
利用网络、微信等新媒体搭建平台，发
动群众进行接力并发起留言。并开展

“我为雷锋志愿者点赞”等线上活动，
通过澄迈共青团微信号发布志愿服务
的典型人物事迹，宣扬文明新风尚。

认识湿地动植物、清理河道
入侵物种、零距离感受自然魅力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
海口秀英区五源河国家湿地公
园迎来了一群穿着红马甲的志
愿者。他们走进湿地公园，开展
秀英“‘益’起来，魅力五源河
——海口秀英区2021年全民公
益日暨‘3·5’学雷锋纪念日主题
活动”，大家一起了解湿地知识，
清理入侵物种，用行动保护生
态，共同守护碧海蓝天。

图为3月5日，在海口市五
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志愿者在水
中清理入侵空心菜、水葫芦等入
侵物种。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图/本报记者 张茂

开展六类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文城3月5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3月5日，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年启动
仪式在文昌公园举行。

活动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公益文艺演出，
还同时开展有奖知识问答、海洋文化及水上安全
知识宣传、爱心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

据悉，今年是文昌市全员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年，该市将继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主题教育
实践、关爱困难群众志愿服务、城市净化志愿服
务、“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做新时代雷锋式
好少年”志愿服务、“文化惠民”学雷锋志愿服务等
六大类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线上线下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文昌

琼海

三亚

保护湿地
“益”起来

海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