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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县达园有限公司英州加油
站遗失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零售证书第IINLS0002号，声明
作废。
●屯昌县南吕镇佳塘村委会第二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
特此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5年06月
19日在东方市八所人民医院一对
大陆情侣，该女婴生母(姓名不详)
将女婴给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活，
女婴特征：身上裹着一条红棉衣，
到现在已有6岁，至今未能落户，
取名叫符婉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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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东河镇东方村。联系人:符德
川。电话:18789915357

●王启松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 证 书 ( 注 册 号 ： 琼
246111202734，证 书 编 号 ：
00500909)一本及二级注册建造
师 执 业 印 章 ( 编 号 ：琼
246111202734（00）)一枚，特此声
明。
●海南龙祥华运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琼E15362（黄色）车辆营运
证 ，证 号 ：琼 交 运 管 洋 浦 字
462000063199号，声明作废。

尸体认领启事
张永作，男。流浪人员病倒街头被
公安部门送至西培农场医院入院
救治，2021 年3月20日，因病情
恶化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知
情者从本启事发布之日起30天内
与儋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若无人
认领，将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关规
定安善处理后事。
联系电话:0898-23381975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

减资公告
海南恒瑞光胜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ANT476）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仟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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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谢

占，联系电话：18689817653。

注销公告
海南丰禾源现代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C92R4E）拟 向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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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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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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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认领启事

广告·热线：66810888

尊敬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认证相关规定，我省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已启动2021年度领取基本
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认证范围：2021年1月1日前办理退休手续、由我省社保经
办机构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工伤定期待遇人员和
领取离休干部供养遗属待遇人员参照离退休人员认证方法进行）。

二、认证方式：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以下一种认证方式：
（一）网上认证：通过电脑进行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

统一认证管理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
提示进行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通过手机APP进行
认证：1.安装本省“海南一卡通”APP，注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
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册后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
证”操作；3.通过其他第三方手机APP（微信、支付宝、农信社等）的

“电子社保卡”入口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二）临柜认证：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前往设有“海南

政务便民服务站”、“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机”设备的场所或

网点，自助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机构认证：携带身份证或社
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所（站）或社区进行认证。

（三）书面认证：国（境）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
证的，可到当地中国驻国外使（领）馆开具纸质生存证明材料，并邮
寄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机构。

（四）上门认证：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
行网上认证的，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
（居）委会证明向居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三、结果处理：
（一）未进行年度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又无法确认其领取资格

的离退休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
（二）死亡或判刑收监的离退休人员，其家属或单位应于7日内

上报社保经办机构，逾期不报或弄虚作假、涉嫌冒领社保基金的，
将移交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四、联系方式：咨询电话：（0898）12333；（0898）96377。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1年3月1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开展2021年度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的通告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胸闷气短、呼吸不畅，66岁的单
刚（化名）高血压犯了，半躺在沙发上，
急忙找手机向小区健康服务小组的志
愿者王理呼救。

得知情况，王理喊上搭档马严，立
即赶往单刚家中。依据多年急救经
验，二人对他进行基本病情判断和救
助后，立即联系老城镇康华医院社会
公益服务负责人王新华。15分钟后，
单刚被送往康华医院门诊部，经过救
助，他脱离了险境。考虑到单刚有近
20年高血压病史，王新华立刻申请海
南省肿瘤医院的“绿色通道”，让老人
留院观察，做进一步治疗。

这是两个月前，发生在澄迈县老
城镇景园·悦海湾小区的一幕。“幸亏
有小区志愿者提供专业的帮助，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单刚仍心有余悸。

单刚口中的“小区志愿者”，其
实就是一支由“候鸟”老人自愿组建
的健康服务团队。王理和马严是其
中一员。自今年春节以来，这样突
发的救治已发生20多次，都在这支
健康服务团队的快速反应接力下，
挽回生命。

如今，在澄迈老城镇多个小区中，
成立了由专业“候鸟”医疗志愿者组成
的健康服务小组，为小区住户提供医
疗救助。

77岁的田桂云是老城健康服务
小组的发起人，退休前她在老家河南
是一名医护工作者。7年前，刚来老
城居住时，她发现“候鸟”老人的医疗
应急救援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很多来
过冬的老人，没有子女陪伴，当出现危
急重症，尤其是老人高发的心脑血管
疾病，往往因抢救不及时造成遗憾。”
田桂云说。

该怎么改变？田桂云想到建立一

支专业性强、并有救助能力的医疗机
构和爱心志愿者为这些老人提供生命
佑护。于是，她在澄迈、海口各大医院
四处奔走，期望找到愿意为“候鸟”老
人开通绿色医疗救助通道的医院，同
时联络有医务知识的“候鸟”志愿者。
2017年初，当王新华听闻她的想法
后，二人一拍即合。田桂云所在的小
区与康华医院结成公益服务联盟，建
设成立应急救护、异地转送的快速反
应救援队伍。康华医院每月向小区住
户提供免费健康讲座、义诊、就医绿色
通道等服务。

2017 年 11 月，老城镇政府以
“候鸟”老人爱心志愿者为主体，组建
老城“候鸟”管理服务中心，一方面更
好服务“候鸟”人群，一方面发掘“候
鸟”人才，发挥余热。中心下设邻里矛
盾调解、应急医疗救援、社区文化传
播、乡村关爱教育、“候鸟”人才输送工
作小组。在当地有志愿服务经验的田

桂云，成为该中心的副主任。她迅速
将自己所在小区的医疗服务做法推广
至老城镇83个小区。

2019年，景园·悦海湾小区“候
鸟”老人王理、马严、吴杰等志愿者组
建了该小区的健康服务小组。平时，
他们联合康华医院开展健康医疗讲
座、义诊等活动。去年疫情期间，志
愿者们主动参与疫情防控，为有需要
的住户送医送药。

“是不是给医院做推销，骗老人买
药的？”一开始，很多人最初不理解王
理等人的行为，包括王理刚搬到小区
时也曾有这样的偏见。但经过一年多
的观察，许多实际救助案例，让他颇为
触动。

“何不发挥专长，为大家提供帮
助？”2020年，王理加入了健康服务小
组，居住同一小区，有着院前救助经验
的马严也加入其中。在小区，一旦有
人出现急诊状况，他俩总是最先达到

现场，提供基本医疗判断和院前救助，
并联系对口医院。

“太多人不理解，觉得我们没事给
自己找麻烦。”田桂云说，即使面对许
多异样目光，但仍然有一群志愿者站
出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我们服务群众，除了有医疗机构
在背后支撑，还离不开当地政府对‘候
鸟’人才的关心帮助。”吴杰说，其所在
小区，地理位置偏僻，原本未开通公交
线，老人们的出行成为困难。去年，小
区住户向澄迈县交通局反映情况后，
很快就开通了公交线。正是当地政府
相关部门的重视，鼓舞更多老人退而
不休，发挥余热。

“我们是‘新海南人’，而且大多是
老党员，应当自觉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贡献。”田桂云说，他们将继续发挥
志愿服务精神，努力营造良好的居住
环境，吸引更多人才来海南。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

澄迈老城“候鸟”老人自愿组建健康服务团队，为83个小区住户提供医疗救助

守护生命防线的“候鸟”
我省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7个科目4月26日起报名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高春燕 实习生文欣）省教育厅3月21日发布
通知，我省2021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物理等7个科目考试报名工作将于4月26日至
4月30日进行。考生因逾期不报或误报考试科
目等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负。

根据海南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合格
性考试各科目成绩合格，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或
社会考生获得高中同等学历认证证书的必要条件
和主要依据。具有本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
籍的普通高中一、二年级学生及拟参加补考的高
三年级学生可报名参加该项考试。

其中，高一考生根据学校的教学安排和个人的
学习进程，可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合卷）7个科目中选
择不超过4个科目报名参加考试；高二、高三考生可
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信
息技术和通用技术合卷）7个科目中选择本人在高
一或高二年级时尚未参加过考试的科目或虽已参加
考试但未取得合格的科目报名参加考试。

4月26日至4月30日期间，考生可登录海南
省考试局网站报名。该项考试于7月7日至8日
进行，各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安排及考试地点见
考生本人准考证。

万宁村（居）法律顾问平台上线
指尖法律服务覆盖村民

本报万城3月21日电（记者袁宇）3月2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进一
步方便群众随时享受法律顾问服务，该市上线运行
万宁市智慧村（居）法律顾问服务平台，通过微信小
程序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目前，该平
台已覆盖万宁全市12个镇和212个村（居）。

海南日报记者打开该平台发现，群众可以通
过平台向法律顾问咨询相关法律问题，其中既可
以选择人工咨询方式解答个性问题，也可以通过
自助咨询查询法律法规知识，群众遇到一些疑难
问题还可以通过视频咨询的方式，与法律顾问

“一对一”咨询，更好地获取法律顾问的帮助。
在万宁市智慧村（居）法律顾问服务平台上，还拥

有模拟判决的功能，群众选择相关条件后自动生成模
拟判决书，预估案件结果。为了进一步帮助群众，该
平台还可以为群众拟定各类法律文书，并支持下载、
传送功能，也支持律师身份核验与企业征信查询。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群众通过微信
扫码即可随时、随地、随手免费获取法律咨询、人民
调解、法律文书、司法案例库等公共法律服务事项，
真正打通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保亭警方征集
澄迈陈军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保城3月2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振鹏）按照省公安厅部署，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
安局侦办澄迈县以陈军为首的犯罪团伙案件，近
期抓获陈军、刘元山、曾德飞、陈明孝等25名犯罪
嫌疑人。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深挖彻查陈军等人违法犯罪事实，保亭警方现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陈军等人各类违法犯罪线索。

现初步查明，该犯罪团伙以陈军为首，长期在
澄迈县金江、老城、永发等地区，通过有组织地实
施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谋取非法利益，对当
地经济、社会、生产活动秩序造成破坏。

欢迎社会群众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或提供有
关线索，对检举揭发有功人员将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相应奖励。

举报地点：保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举报电话：黄警官 13976923231 杨警官

19989788828。

省就业局将举办两场大型招聘会

超2000个岗位等你来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刘德焕）3月 23日、25
日，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将
举办两场大型招聘会，参会企业共
127家，提供岗位总数2057个。

3月23日上午8时至12时，位于海
口市美兰区和邦路3号的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省就业局）一楼公共服务大厅
将举办第一场公益招聘会。参会单位
77家，岗位数1366个。岗位包括财务
经理、销售经理、后勤主管、英语教师、
土建工程师、安装工程师、货车司机、前
台文员、门店导购员、保安、保洁员等。

3月25日上午8时至12时，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一楼公共服
务大厅将举办第二场公益招聘会。参
会单位50家，岗位数691个。岗位包
括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营销部经
理、器械销售经理、客服主管、物业项
目主任、人力资源服务主管、美术教
师、果蔬采销专员、财务部会计、门店
店长、水电工等。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董鹏）家中门窗没有被
撬动的痕迹，但藏在卧室床下的15
瓶茅台酒却不翼而飞……3月16日，
海口龙华警方接到玉沙路一群众报
案，其放置在家中卧室床下的15瓶
飞天茅台酒被盗。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上门开

展现场勘查，在失主家中并未发现
有门窗被撬动的痕迹。经走访小区
人员和查看监控，民警发现失主家
中的保姆周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传唤，周某到案，却坚决否认其有
偷窃行为。

在询问过程中，民警发现周某具
有一定反侦查能力，为案件侦破增加

难度。民警随后对周某随身手机进
行信息采集，发现周某在淘宝网页曾
搜索“2018 年飞天茅台酒回收价
格”，在其短信垃圾箱中有和某酒行
的通讯痕迹。

随后，民警增加审讯力度和做心
理疏导工作，普及法律知识，希望周
某如实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经

一番努力，周某最终放弃抵抗，如实
供述其因经济窘迫，分多次将房主的
茅台酒窃走并售卖的事实。3月17
日，周某主动配合民警将被盗的15
瓶茅台酒追回。

目前，涉案物品已被依法扣押。
周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口警方快速侦破一起盗窃案

15瓶茅台酒被盗，嫌犯竟是家中保姆

五指山计划新增
5个临时“菜篮子”摊点

本报五指山3月21日电（记者
谢凯 通讯员许炳贵）近日，五指山市
印发《2021年“菜篮子”建设实施方
案》，确保“菜篮子”的肉类、水产品、
瓜果蔬菜保供稳价。

《方案》提出，五指山市计划保持
常年蔬菜基地3000亩，蔬菜自给率
达到65%。此外，该市还计划完成生
猪出栏任务5.45万头。

与此同时，五指山计划确保每个行
政社区平均建有2个“菜篮子”产品零
售网点。在稳定4个农贸市场、6个平
价商店的基础上，计划新增建设5个临
时摊点（锦绣花园路口、水云路、番空村
路、避暑山庄路口、农垦实验中学旁）。

近日，三亚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图为该市志愿者在大东海海滩清理海滩杂物、垃圾。
据悉，此次活动以“关爱自然·呵护海洋”为主要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保护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呵护海

洋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护海净滩我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