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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大王棕，油棕300元起，农场
林地252亩转16年。18976656906
刘生 15936221235何生

遗失声明
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廖远泊律师

于2021年5月16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为：14601201610637704，流

水号：1136596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宁市长丰镇财政所遗失海南万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丰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047801，

J6410002571001，声明作废。

●王修吉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文明
横路63号海口化工三厂宿舍大楼
106 号 不 动 产 权 证 ，证 号 ：
HK008826号，声明作废。
●谭建不慎遗失文昌海石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汇航文源3号楼310
房 的 购 房 收 据 两 张 ，编 号 ：
9685792（金 额 ：522646 元）、
9685716（金额：60000元），声明
作废。
●海南百百程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益聚缘鼎商务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口亚非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1005949409121，声
明作废。
●海口三木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教练车道路运输证），车牌号：
黄色琼 A1333 学，运输证号：
460100080027，声明作废。
●本人王莹，遗失文昌市清澜镇开
发区中心住宅楼建筑设计报建方
案一本，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邓靖斐口味一百饮品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1080033394, 现 声 明 作
废。
●海南陵水丰润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唐渭飞），声明作
废。
●陵水椰林北斗安儒生果摊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4690280005309，声明作废。
●海南海控中能建工程有限公司
因原工会公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万宁市万城镇滨湖村民委员会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市支行红
专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6843703，声明作废。
●杨进遗失律师执业证一本，证
号 ：14601200910718696，流 水
号：10716054，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男 婴 ，姓 名 不 详 ，于
2020年9月18日早上7
点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三
才镇花石村花石洋一横

路路边被苏秋生捡拾，现请该男婴
亲生父母或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持有效身份证来认领，
逾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龙警
官电话：13086073535，苏秋生电
话：13876348695。

2021年5月20日

● 何 有 欢（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0197606133330）不慎遗失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拥阜村委

会阜佬村林权证，林权证号：

B460801912364，现声明作废。

●三亚天涯娇尔曼皮肤管理中心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为：JY14602001781613，声明

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头村儒

房二村民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登

记 证 ， 证 书 编 号 ：

N1460108MF64262345，已经遗

失，现声明作废。

●王仕英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细

水乡白水港村委会罗帅二村林权

证，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

004104 号 ，林 权 证 编 号 ：

B460801906330，现声明作废。

●海南汇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一本，证书

编号：D346025941，声明作废。

●儋州海惠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儋渔19232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

号：（琼儋）船登（籍）（2018）HY-

100022号]和渔业船舶所有权登

记证书[编号：（琼儋）船登（权）

（2018）HY-100022 号]，特此声

明。

异议请与我司联系，逾期我司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海南元美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海南好用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原法定代表人（陈荣禄）私章遗
失，声明作废。
●吴江妹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
册证编码：461219900738，声明作
废。
●东方八所光和盐食品制造业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690071702097，声明作废。
●郑浙元、泮雪云不慎遗失海南宝
名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
二期27#1704房收据一张，编号：
7932427，金额:483503 元,特此
声明作废。
●郑浙元、泮雪云不慎遗失海南宝
名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
二期27#1704房收据一张，编号：
2913350，金额:500000 元,特此
声明作废。
●林方雁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212251211，特此声明
作废。
●喻文婕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7#
306房收据一张，编号：8812753，
金额:369070元,特此声明作废。
●卓恩飞遗失货物运输从业资格
证，证号:460024197910064416，
声明作废。
●海南苏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各位股东会成员：
本公司定于2021年6月5日召开
股东会议，会议事宜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21年6月5日上午
9时整；
2、地点：公司办公室
3、会议内容：变更法定代表人、管
理人员、住所
请全体股东务必准时参加，若届时
未到，视作同意公司所作出的股东
决议。

海南德丰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05月20日

寻求合作或转让
万宁市内 92.21 亩土地，土地性
质：商务与商业混合用地。容积率
2.5，限高60米，建筑密度40%，绿
化率30%，土地价格面议。即买即
开发。联系人：婉女士，电话：
13876903768，中介勿扰。

债权债务公告
海南省民营经济协会因发展需要，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和监督下，
经会员选举产生新任法定代表人
和会长。经友好协商，自公告之日
起，对于原法定代表人存续期间的
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由原法定代
表人负责，协会不承担任何的法律
责任，特此公告。

海南省民营经济协会
2021年5月19日

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山姆大叔少儿英语
培训中心，办学地址：海口市琼山
区凤翔东路3号滨江公馆二楼，举
办者：海南元美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自2021年5月18日起终止办
学，我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自公
告见报日起15个工作日内，如有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法院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执348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张伯敏与被执行
人叶朝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在执行阶段，本院作出(2020)
琼 01执348号执行裁定，查封了
被执行人叶朝明名下车牌号码为
琼 A5888S 大通牌商务车和琼
A5888Y 陆地巡洋舰牌越野车。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
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0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土地合作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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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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0890850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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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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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08年10月8日早上
6点左右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三才镇朝美村

委会西边路旁被李留圆捡拾，现请
该女婴亲生父母或监护人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来认
领，逾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龙警官电话：13086073535。

2021年5月20日

关于中止文国土储（2012）-13号

地块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我局刊登于2021年4月23日《海
南日报》A10版及相关网站发布的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21〕18
号），拟挂牌出让的文国土储
（2012）-13号地块因故中止挂牌
出让活动。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0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告示
就“宏荣商厦”第1-7层房产，经法院判决,我司享有

91.2%的所有权份额,海南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宏荣公司”)仅享有8.8%的所有权份额。现海南宏荣公
司因与我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我司已向海南省琼海市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琼海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海南宏荣公
司,琼海法院已依法受理并查封了上述房产,故未经我司及
琼海法院的同意,海南宏荣公司不得擅自转让、动用上述房
产,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故将以上情况向社会公众告知，切勿上当受骗，蒙受损
失！

海南晓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废旧PS版处置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大约

35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标。标书

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5月27日止。

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伍先生13807582120

周先生13807695952

关于清理和庆镇罗便村委会美迎村朱
有利等131户违建户建筑垃圾的公告

儋和府〔2021〕40号
朱有利等131户违建户：

你（单位）在和庆镇罗便村委会美迎村堒上地块搭建的违法
建筑已于2021年4月9日、2021年5月14日依法拆除。因拆除
产生的建筑垃圾一直堆放原地，你（单位）至今未清理，无法按照
有关要求进行种植复绿工作，也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环境，影响
人居环境卫生，始终存在建筑废弃物形成的利器所带来的安全
隐患。为尽快对上述建筑垃圾进行清理，请你（单位）于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7天内自行完成垃圾清理工作，逾期不完成清理的，
本府将委托第三方代为清理，清理产生的费用，我镇政府保留向
你（单位）追偿的权利。

特此公告。
儋州市和庆镇人民政府 2021年5月20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5
月21、25、28日00:00—06：00对海南电信ITV平
台网络设备进行升级优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
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时间分别约为3分钟，重
启机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5月20日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华悦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琼海市万泉河
口滨海旅游区。公司现申请对半海（一期二期）内道路、绿化景观
和停车位进行修改优化，修改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保持不变。为
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
示时间：7个工作日（5月20日至5月28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
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
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19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融创金成博鳌金湾四期-半海（一期二期）

修建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公示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6月6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位于海
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区塔南路北侧30505.63m2工业用地使用
权及地上建筑面积共5913.44m2的房产，参考价：4600万元/整体，
竞买保证金：60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报名及拍卖地点：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8号华茗精选酒店
四楼嘉木厅会议室 ；

2、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
6月5日17:00止；

3、收取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6月5日16：00前到账（以
实际到账为准）；

4、特别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均有产权证；据海南
购房限购相关政策，请竞买人竞拍前自行至相关部门核实条件。如
竞买人不符合限购政策导致不能过户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13307577713（林先生）13876755188（谭先生）

办公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八楼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0606期

安红伟（身份证号码：1402021972****3060）:
史文（身份证号码：1406221973****5215）:

2013年4月28日，您与我司就“怡和园小区B2栋301、401房”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您提出因您个人原因，要求我司暂不
为您办理合同备案及房产证过户等相关手续。

合同签订至今已逾8年，在此期间我司多次通过电话、书面等方
式要求您提供办理合同备案以及房产过户的相关资料，而您均以不
居住在海南、疫情、工作、身体不适等原因推脱。

现我司郑重声明：
1、因您不配合办理合同备案以及房产过户等相关手续而产生

的法律责任及所有费用均由您自行承担。
2、造成我司损害的，我司有权向您主张赔偿。

海南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0日

公告

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位于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
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纪念园所在地，是湘江战役脚山
铺阻击战的战场遗址。1934年底，
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
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
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
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
役：“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
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
历史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
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
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
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
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

突破

【红色足迹】
“当时真是危险啊！”在中央红军

抢渡湘江四大渡口示意图前，习近平
总书记这样感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想，如果
没有这么一批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
红军将士，红军怎么可能冲出敌人的
封锁线，而且冲出去付出了那么大的
牺牲，还没有溃散。靠的是什么？靠
的正是理想信念的力量！”

【湘江记忆】
红军抢渡湘江前，敌军已形成一个

“口袋”，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面前是数倍于己、装备力量悬殊

的敌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和枪林弹雨
中，红一、红三军团将士呐喊着：“誓死
保卫党中央！”“红军万岁！”死守阵地，
掩护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

“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
新圩！”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
佑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是红五师
立下的军令状。新圩阻击战前，红五
师收到的电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
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子弹不够了，大刀白刃近距离厮
杀；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紧跟而
上。战场上硝烟弥漫，飞机扫射、炮弹
轰炸，敌军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都
被红五师打退了。鏖战到第三天下
午，红五师接到军团电报：军委两个纵
队已突围渡过湘江。

清点人数时，在战场上只流血不
流泪的李天佑双眼模糊，默立良久：全
师3000余人连同伤员只剩下1000余
人，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
昌等指战员英勇牺牲。

新圩阻击战发生在枫树脚一带，
那时，枫叶正红。

【守护·传承】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90后”

讲解员胡雅馨的爷爷是参加过湘江血
战的红军战士。2019年9月纪念馆建
成后，她应聘讲解员。“讲起红军的故
事，我经常是含着泪的，也能看到很多
参观者眼中闪着泪花。”胡雅馨说。

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

传承中心副主任周运良说，纪念园包
括纪念馆和纪念林，落成一年多来，各
地干部群众360多万人次前来接受红
色教育。今年“五一”小长假第一天，
接待超过3万人次。

信仰

【红色足迹】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

中很典型的一个。”在油画《陈树湘》
前，总书记停下来脚步，凝视良久。
画面中，陈树湘躺在担架上，腹部鲜
血直流。

【湘江记忆】
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总后卫任

务，被称为“绝命后卫师”。掩护最后
一支队伍渡过湘江后，红三十四师被
敌重兵截断于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
围。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师长陈树湘
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用担架将他
抬去邀功请赏。途中陈树湘苏醒过
来，猛地撕开绷带，强忍剧痛用手绞断
自己的肠子，实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
后一滴血”的誓言。陈树湘将青春与
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

【叩问·作答】
“殿后部队阻击装备精良的国民

党中央军追击，还面临弹药和食物短
缺等种种困难，基本就意味着牺牲。”
桂林市灌阳县党史专家文东柏说。

在饥寒交迫和围追堵截中殊死搏
斗，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战斗到最
后一刻？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一
往无前、绝境重生？在采访中，记者多
次向当地干部群众提出这个问题，而
他们的回答高度一致——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困难再大，
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我们
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遗志，以坚定的
信念、必胜的信心奋力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铭记

【红色足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
价湘江战役，始终牵挂在湘江战役中
牺牲的革命先烈，专门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做好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工作、规
划建设好纪念设施。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园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
心下建成的。

【湘江记忆】
酒海井，直径约2米，连通地下暗

河。在那个寒冷的冬日，100多名红
军重伤员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投入
酒海井，全部壮烈牺牲。

2017年，灌阳县启动酒海井红军
烈士遗骸打捞工作，经过一系列努力，
20余具烈士遗骸被收殓。

青山常在，忠魂永存。近年来，桂
林市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
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碑、纪念馆
等，对发掘收殓的82具红军烈士遗
骸、7465块零散骸骨进行集中安放。

松柏苍翠，鲜花似锦，在全州红军
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形状各异的
巨石散布在后山上，每块石头上刻了
一个便于区分的编号，下面安葬着烈
士遗骸。全州县党史专家周雄说：“这
些英烈与周围的山石草木已融为一
体。”

【新起点·新发展】
我们永远记得，湘江永远记得

……
湘江战役，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之后，从老
山界一直到黎平，中央领导同志一路
争论和思索军事指挥上的许多重大问
题，逐渐统一了思想，为后来遵义会议
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
地位奠定了基础。

中国革命浴火重生，迎来伟大转
折。

湘水汤汤，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努力奋斗，
桂北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6
年前开通的灌凤高速公路带来更多游
客，带动黑李、西瓜等水果热销。村党
支部书记蒋军发带领村民开起餐馆民
宿，发展红色旅游，产业致富路子越走
越宽阔。

——兴安县华江乡高寨村梁家寨
位于老山界脚下，青山绿水间颇具民族
特色的民居鳞次栉比，红色旅游引来各
地游客。今年“五一”期间，脱贫户杨盛
友家的农家乐开门迎客，曾在深圳务工
的儿子杨金旺与父亲一起创业。

——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种植
葡萄320余亩，如今扩展乡村旅游、休
闲农业，46户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近3
万元。村民罗玲玲家种有12亩葡萄，
年收入10万多元，“生活就像芝麻开
花节节高”。

在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当地干
部群众接续奋斗。

（新华社南宁5月19日电 记者
王念 何伟 王悦阳）

湘江永远记得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广西篇

据新华社酒泉5月19日电（李国利 高阳）5
月19日12时0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D卫星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标志我国海
洋动力环境卫星迎来三星组网时代。

海洋二号D卫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中长期发展规划支持立项，由自然资源部主持建
造的海洋业务卫星。卫星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
的海洋二号B卫星和海洋二号C卫星组网，共同
构建我国首个海洋动力环境卫星星座，形成全天
候、全天时、高频次全球大中尺度的海洋动力环
境监测体系，为我国预警预报海洋灾害、可持续
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等提供精准的海洋动力环境
信息。

我国成功发射
海洋二号D卫星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最大海上原油生产平台安装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刘羊旸）记
者19日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我
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海上原油生产平台——
陆丰14-4中心平台，在南海东部海域顺利完成
浮托安装，标志着我国大型海洋油气装备建造和
安装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悉，经过10多年技术创新和突破，我国已
经相继攻克了常规高位浮托等多种浮托安装技
术难题，具备了全天候、全海域浮托技术和施工
能力，掌握的浮托安装种类数量、作业难度和技
术复杂性等均位居世界前列。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
将推迟实施

新华社海南文昌5月19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
务，因技术原因推迟实施，发射时间另行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