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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四季春城8期福寿轩延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福寿轩业主：

您好！感谢您对南亚·四季春城8期福寿轩项目的认可与厚
爱，感谢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信任。因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不可
抗力的严重影响，为配合政府防控疫情，本项目遭受停工、工人无
法按期返岗、交通运输受阻、施工材料无法及时供应等不利情况，
导致项目开发建设无法正常推进。受此不可抗力的影响，造成了
本项目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按期交房义务，现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向受此影响的买受人通知该不可抗力的情况。

现我司非常抱歉的通知您：因不可抗力因素，将交房时间调
整为2021年12月31日，我司将竭诚推进施工进程，争取早日交
房。如您有任何疑虑，可致电我司客户服务热线0898-67607222。

最后，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康健、阖家幸福。
此致 敬礼！

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东部晋江花园第二期第
5号地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02）字第2002001941】，
宗地面积：242平方米，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参考价：人民币124.41
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
时间：2021年7月1日9:3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
续截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17:00截止；4、收取竞
买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6月30日16: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椰岛支行；账号：1010852290015025；6、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21）琼0106拍委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
某缴款）；7、特别说明：①、标的物按现状拍卖, 过户时产生的税、费
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②、根据目前修编的南渡江西岸
片区控规阶段性成果，C0227地块仍为公园绿地。另该宗地现状为
空地，涉嫌土地闲置。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11921、18976230583
联系地址：海口市丽晶路10-1号水岸珈蓝C2-302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0106拍委3号

滨江世纪佳城（南院）一期、二期项目位于滨江西路，项目已于
2017年批建，现根据建设单位申请，对方案进行以下主要变更：一、
停车位位置微调，地下室布局微调；二、消防控制室、物业用房位置及
面积调整；三、首层增加风井、配电间；四、立面效果微调。为广泛征求
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21年6月15日至6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
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此电话仅作为咨询
电话，正式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反馈），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江世纪佳城（南院）一、二期项目建筑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车辆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6HN 012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竞买保证金为10000元/辆，公告期：2021年6月15日至
2021年6月28日。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
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03 施女士、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6月15日

车牌号
琼CA2968
琼CA2933

厂牌型号
思威牌DHW6454（CR-V2.4）
思威牌DHW6454（CR-V2.4）

登记日期
2008.1.14
2008.1.14

手/自动挡
自动
自动

排量
2.4
2.4

挂牌价（元）
18000
18000

房产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6HN013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龙
昆南路恒昌花园B栋805房，建筑面积为132.83m2，户型3房2
厅1厨2卫1阳台。挂牌底价为1256711元。

公告期：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6月28日。受让方资
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66558038吴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6月15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业主：

由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海口现代美居
B区项目总部办公楼及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居生活广场三期
项目10#/17#楼现达到交付使用条件，请广大业主按我司交房
通知书要求携带相关资料，于2021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上
午9:00-12:00，下午14:30-17:30前往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
道321号喜盈门B区现代大厦一楼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收楼
咨询电话：0898-36385998、0898-66831133。

特此公告，恭候亲临！
恭祝各位业主万事如意！

海南现代美居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我公司2021年5月27日刊登于《海南日报》A08版的《海南金
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拍卖如下标的：海南文昌隆盛置业有
限公司位于文昌市文城镇高隆路305号东方龙湾5栋、6栋、7栋、8
栋共59套建筑面积合计5518.79平方米住宅房地产，房号分别为：
5栋109、5栋112、5栋306、5栋1801、5栋1816、5栋1911、5栋
320、5栋1901、6栋111、6栋402、7栋112、7栋119、7栋120、7栋
121、7栋222、7栋301、7栋302、7栋422、7栋522、7栋608、7栋
609、7栋709、7栋710、7栋722、7栋803、7栋810、7栋906、7栋
908、7栋909、7栋910、7栋1022、7栋1102、7栋1203、7栋1208、
7栋1209、7栋1406、7栋1422、7栋1509、7栋209、7栋217、7栋
809、7栋1122、7栋1222、7栋1622、7栋1701、7栋1722、8栋A-
1808、8栋A-1809、8栋A-105、8栋B-1808、8栋B-1809、8栋
B-101、8栋C-102、8栋C-103、8栋C-508、8栋C-608、8栋C-
1802、8栋C-203、8栋C-1801。共59套房，包括有一户一房到一

户五房，建筑面积由56.4m2到228.19m2等多种户型。拍卖采取整
体优先，可分套拍卖。整体参考价：人民币4111.3378万元，每套参
考价及其他细节详见本次拍卖的拍卖须知。因故变更，具体变更事
项：1.竞买保证金收取账户变更为：户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银 行 开 户 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34010078801600000164；2.报名由原截止时间2021年6月17日
17时30分前，变更至2021年6月28日17时30分前；3. 展示时间
由原定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6月16日，变更至2021年6月
23日至2021年6月24日；4.拍卖会开始时间由原定2021年6月
18日上午10时00分，变更至2021年6月29日上午10时00分；5、
原公告其它事项不变。拍卖人联系电话：0898- 66825575、
13976607840；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3330451；特此公告。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变更公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申请的海口东营110千伏变
电站外立面方案变更项目，位于海口市东营镇儒偶村南侧，琼山大道
西侧。本项目仅对变电站外立面方案进行变更，不增加建筑面积。
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21年6月15至2021年7月2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
馈，逾期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云天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6月15日

海口东营110千伏变电站外立面
方案变更批前公示启事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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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张森，母亲：孙华，于2018

年7月1日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国

兴总院出生一名女婴，女婴姓名：

张天爱，其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S460046137，声明作废。

●许明和遗失座落于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化南一横路

用地规划证，证号为：地书第

469034201300846号，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21年6月1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B10版《海南东方国际
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9006拍2号。其中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号原公告为：“万国
用（2012）第 10031 号”，现更正
为 ：“ 万 国 用（2012）第 100131
号”，其他事项不变。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5日

公 告 遗 失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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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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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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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容颜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看百年大党的初心本色

6月3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全新开馆。
排起长队的人们进入馆中，致敬百年历史。不时响起的宣誓声，穿越时空。
一百年前的那个夏日，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在寻常巷陌里

酝酿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义无反

顾地把人民写在旗帜上、融入血液中。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赤子之情，穿越百年时空。

2 月 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当听到黄文秀
的名字时，坐在台下的黄忠杰红
了眼眶。

脱贫攻坚的战场上，黄文秀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替女儿领
奖，这位父亲落泪的瞬间，令无数
人动容。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
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

35年扎根太行山，用科技把
荒山秃岭抛进历史的李保国；绝壁
上凿天路的毛相林……“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背后，
是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
尽锐出战，是共产党人与人民上下
同心、同甘共苦、接力战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就
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
好日子。”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
是一部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
奋斗史。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回望过去，无论条件多么
艰难、环境多么险恶，中国共产

党人心里装的始终是人民的利
益 。 从“ 求 解 放 ”到“ 奔 小
康”……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历程，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
信念追求。

从嘉兴南湖一叶开启未来的
红船，到井冈山上播撒革命的燎
原星火；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
铿锵誓言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
宣示——

人民至上，一个政党的初心铭
刻。

连续200余天、1.5万多公里
——这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2020年的
一份抗疫行程。

疫情暴发后，作为抵达武汉首
批医疗救治专家中的一员，童朝晖
持续奋战，又辗转多地指导救治，
却抽不出一点时间去距武汉很近
的黄冈，跟父母吃上一顿饭。

不会用微信的母亲，学着给他
留了一条信息——“你从北京来，
为的是早日把家乡父老乡亲从病
疫中解救出来。我们在家不出门、
不串门，你不必担心。”

人们清晰地记得，80多岁的

钟南山启程武汉，高铁餐车上稍
作休息的他满脸倦容；从重症

“红区”查房出来，年过七旬的李
兰娟院士摘下口罩，脸上留下深
深的压痕……

“我是党员，我不上前线谁上
前线！”“共产党员先上！”灾难与挑
战面前，逆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共同选择。

当年白色恐怖下，李大钊继续
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被捕后，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没有犹
豫，更没有畏惧；

肝疼袭来时，焦裕禄就用茶缸
靠在藤椅上，紧紧顶在痛处，疼痛

缓解一些，又带领群众查风口、探
流沙、找水道、治盐碱；

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廖俊
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
路上”，老兵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
名……

为了人民利益，一切皆可奉献
——

漫长的征程中，面对血与火的
淬炼、生与死的考验，无数共产党
员忠于职守、身先士卒，为人民奋
斗，为人民献身。

时代不同、岗位各异、环境变
迁，但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始终
如一。

甘肃古浪县，“八步沙六老汉”的
故事传颂至今。

20世纪80年代，这里曾是黄沙
滚滚，荒漠连天。6位基层党员和群
众在承包书上按下手印，扛起铁锹，
卷起铺盖，挺进八步沙。

子承父志、世代相传，共产党员
和老百姓拧成一股绳，一代代“接锹
人”的“愚公治沙”，用汗水换来绿色。

人民，是最根本的哲学。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浴血奋战，还

是和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生态治理、
脱贫攻坚，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
人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
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

一人、一村、一城的变化，都印证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
的步伐，蕴含着与人民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的真挚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
的国际国内形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
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
工作。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文明建设
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的是

守护好生态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创

新型国家、加快简政放权……广大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
断被激发；

聚焦医改、推动教育公平、落
实就业优先……着力解决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
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
与国家共发展、与时代同进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
哪里去？”这哲学三问，在共产党人这
里答案明确。

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不
会计较茫茫人海里我是哪一个；
埋头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不会
在乎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他们用信仰把青春融入祖国的江
河，他们用行动把光辉刻在祖国
的星座。

因为他们知道——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所以——
百年峥嵘，初心始终。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

张辛欣 周圆）

有一种信念坚定不移

有一种选择永不言悔

有一种情怀从未改变

参观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拍摄油画作品《星火》。 新华社发

广州两名医务人员
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据新华社广州 6月 14日电 （记者马晓澄
徐弘毅）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 日 7 时通
报，6月11日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在
对医务人员进行的例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中，
发现两名阳性感染者。接报后，相关部门及时
进行处置。

据通报，感染者一，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市八医院病理科技师；感染者二，男，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急诊科医师。上述两人在6
月11日核酸检测阳性后，送入市八医院隔离治
疗。经进一步检查、专家组会诊，诊断为确诊病
例，目前病情稳定。其中1人为轻型，另1人为
普通型。与病例密切接触者均已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且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无异常状况。同
时，对患者涉及的重点场所均已进行管控和环
境消杀。

通报称，根据病毒基因测序、感控管理和流行
病学调查等综合分析，初步推断，两名医护人员意
外暴露造成感染的可能性较大，具体原因正在进
一步深入调查中。

广州：

对封闭、封控管理区域
实行有序解封

新华社广州6月14日电（记者马晓澄 徐弘
毅）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4
日发布通告，为进一步精准科学实施疫情防控，广
州市根据防控工作进展，按照分类分批原则，对封
闭、封控管理区域实行有序解封。

根据通告，同时符合相关条件的社区（村），经
评估并按程序报批后，由原决定机关决定解除封
闭、封控管理措施。解封后继续落实其他疫情防
控措施。

相关解封条件包括：管控区域内，自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后，连续14天且经过三轮以上全员
核酸筛查无新发感染者，解封前24小时内完成全
员核酸检测且结果均为阴性；所有密切接触者已
得到有效管控；管控区域内涉及重点场所的“黄
码”人员按规定进行核酸检测且结果均为阴性；环
境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山西代县铁矿透水事故
已搜救出3名遇难者

新华社太原6月14日电 记者从山西省代县
大红才铁矿“6·10”透水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了
解到，自14日凌晨1时30分至8时9分许，井下
共搜救出3名遇难者。目前，井下救援仍在继续
加速进行，排水设备保持满负荷运转，排水进度不
断加快。

6月10日，大红才铁矿4号井发生透水事故，
当时有13名矿工被困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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