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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正本及副本、工会法定代表人证
书（证号：工法证字第 21300098
号），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及副本
（代码：090519892）。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佐宸律师事务所杨佳瑶律
师遗失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90201911091632，流水号为：
11365745，声明作废。
●屯昌县乌坡镇玖耐村民委员会
遗失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8434101，声明
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江南宝乐幼儿园
遗失法人（马丽）私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大国企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张达
雄 遗 失 律 师 执 业 证 ，证 号 ：
14601201110963535，声明作废。
●苏文能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461221900291，声明作废。
●定安县新竹镇大株村民委员会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为：
J6410017572701，声明作废。
●高亚木遗失白沙县阜龙乡新村
村委会新村林权证，证号：白府林
证字（2008）第9498号；林权证编
号：B460801907296号，现声明作
废。
●琼海市潭门镇福田村民委员会
遗失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福
田分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015901,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龙江镇滨滩村民委员会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2908702， 账 号
1006495700000178，现 声 明 作
废。
●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坐落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B1栋
1703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定
城镇字第0012810号，声明作废。
●万宁上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6MA5RD7WH31）遗失
公章、财务章、（金管香）法人章，现
声明作废。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中国协力能源贸易有限公司致全
体股东(含中国富利进出口集团公
司），公司将于2021年7月12日上

午9:00在海口市滨海大道189号
比华利山庄综合楼召开股东会议，
商议公司法人、高管、执行董事、监
事等变更事宜，请公司股东准时参
加，未出席股东视为放弃表决权。
联系人:宋女士 13381010672。
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2021年 6月8日《海南日报》A12
版刊登的《道歉声明》第一句内容
中“海南省海口市……诉讼案件”
有误，现更正为“海南省海口市人
民检察院分别诉黄良日等七人破
坏生态公益诉讼案件及海南省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牛波非法捕
捞损害海洋生态环境责任纠纷案
件”，其它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东方红丰源鳄鱼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代码91469007MA5TUECC9K）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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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13876258960 徐祥猛

吸收合并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威特建设科
技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海南威特
电气试验所有限公司。合并各公
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
海南威特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承
继。合并各公司的债权人如对上
述合并事项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债权证明
到下列地点进行登记。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16
号威特公司 财务部
联系人：陈钧
电话：13907551970

海南威特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威特电气试验所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车辆被盗声明
2021年02月19日在海南省海口
市秀英区海秀西路秀英粮食储备
经营有限公司秀英粮库5号仓门
口对面被盗一辆灰色北汽威旺面
包车，车辆型号：BJ6400L3R6B，车
牌号：琼A93F70,车架号：LNB
MDLAA5GR878952，发动机号：
N1G016333。

声明人：颜青云
2021年6月24日

解除合同通知公告
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
2003年11月10日，我单位和你局
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你局
承包我单位原砖窑生产用地。根
据约定，你局应当于2013年2月8
日前支付土地承包金，至今仍未支
付。我单位于2021年6月11日向
你局邮寄解除合同律师函，你局已
经签收。现我单位通过公告方式
告知你局，自公告之日起，你局必
须于30日内将地上附着物迁移，
同时支付未付的土地承包金。如
你局逾期不履行本公告的义务，我
单位将自行处置地上附着物。
特此通知。
三亚市吉阳区干沟村民委员会高
园村小组 2021年6月23日

解除合同通知公告
三亚新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3年，我单位和你司签订《土地
承包合同书》《补充合同》。根据约
定，你司应当于2019年1月30日
前支付土地承包金、支农资金、固
定回报金，至今仍未支付。我单位
于2021年6月11日向你司邮寄解
除合同律师函，你司已经签收。现

●张增辉不慎遗失白沙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楼专用收款收
据1张原件，房号：白沙.福水安郡
小区 10 栋 1003 房，收据编号：
0000991，金额：壹拾玖万捌仟陆
佰贰拾捌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太平村民委员会
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455402，声明作废。
●海南锦宁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世新厚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海南百合花开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海菲遗失海南省第四卫生学
校 毕 业 证 书 ， 证 号 ：
HN2019212030459，特此声明。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分行律师李永胜于2021年5月
10日遗失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
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4601202070177464，流水号为：
30185774，现声明作废。
●黄云遗失海南省第四卫生学校
毕 业 证 书 ， 证 号:
HN2018212030097，特此声明。
●东方市教育局不慎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0510201，现声明作废。
●海南烁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公
章破损，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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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

通过公告方式告知你司，自公告之
日起，你司必须于7日内将人员撤
离，同时支付未付的土地承包金、
支农资金、固定回报金。如你司逾
期不履行本公告的义务，我单位将
自行驱逐你司相关人员。
特此通知。
三亚市吉阳区干沟村民委员会高
园村小组 2021年6月23日

解除合同通知公告
三亚新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3年，我单位和你司签订《土地
承包合同书》《补充合同》。根据约
定，你司应当于2019年1月30日
前支付土地承包金、支农资金、固
定回报金，至今仍未支付。我单位
于2021年6月18日向你司邮寄解
除合同律师函，你司已经签收。现
通过公告方式告知你司，自公告之
日起，你司必须于7日内将人员撤
离，同时支付未付的土地承包金、
支农资金、固定回报金。如你司逾
期不履行本公告的义务，我单位将
自行驱逐你司相关人员。
特此通知。
三亚市吉阳区干沟村民委员会糖
房村民小组 2021年6月23日

催款通知
王业政与邢维苗，你夫妻二人自
2013年开始因生意需要，向本人
王婷陆续借款共五十万元，约定月
利率1.5%。现就上述借款本金及
利息的相关事宜向你们二人催告，
请于2021年7月3日前偿还全部
拖欠的本金及利息！债权人：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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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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售

海口市区 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 经营中酒店 出售

产权清晰 18689753791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厂房设备转让/出售
1.儋州白马井全套海鲜鱼类加工

生产线出售（含速冻库，流水线

等）。2.儋州木棠镇全套橡胶生产

线 及 仓 库 出 租 合 作 。 电 话 ：

18689982157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习
霁鸿）欢唱好声音，欢畅自贸港。6月
23日，椰牛·2021“中国好声音”十周
年音乐盛典（海南）冲刺之旅正式开
启，96名歌手同台竞技，共同唱出新
时代的海南自贸港之声。

在海口观澜湖新城的室内舞
台，伴着音乐节奏，各种组合的灯光
不停变换，多彩跃动的灯光照亮舞
台，变幻多样的灯光布局和光影效
果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也宣告了
当天活动的开始。

在观众的掌声中，选手们一展歌

喉、各施绝技。
当天恰好是安徽选手王志鹏的

24岁生日。他坦言，自己在外工作，
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回家，在这个特
别的日子里，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
之恩，他专门剪辑了一个沙画视频，
配合演绎歌曲《当你老了》。轻吟浅
唱间，充满真情的歌曲也触动了观
众的心。

在当天上午场中，由4位黎族歌
手组成的哥妹组合压轴登场。他们
来自白沙黎族自治县。身着黎族服
饰的4位歌手用黎族方言，以男女对

唱的形式演唱了民族经典爱情歌曲
《三月歌韵》。尽管大多数观众听不
懂歌词，却从轻快的旋律中感受到了
快乐喜悦的气氛。

“对于音乐人来说，‘中国好声
音’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哥妹组合成
员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们想通过
比赛让大家听到我们的黎族民歌，传
播黎族音乐。”

“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是
我们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这一
阶段，这足以说明音乐是世界通用的
语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接下来我

们会继续努力，冲刺更好的成绩。”
当天，在享受音乐盛宴之余，观

众期待的抽奖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
又一个高潮。9位幸运观众分别获得
了当天3个场次的一、二、三等奖，领
取了由活动总冠名商海南新大食品
有限公司赞助的椰牛椰汁。

经过当天冲刺之旅的比拼，胜
出的36名歌手将进入下一阶段，即
冲刺之夜，决出24名歌手，决战椰
牛·2021中国好声音十周年音乐盛
典海南巅峰之夜。据了解，“巅峰之
夜”产生的前3名歌手将分别获得奖
杯、证书及1万元、8000元、6000元
奖励，8名歌手代表海南参加中国好
声音十周年音乐盛典全国试音会。

我省高温四级预警解除

今日我省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在36℃以下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刘原岳 石娟）6月23日16时40分，省气象局解
除高温四级预警，预计24日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在36℃以下。

海师大劳动教育创新
试验基地落户定安

本报定城6月23日电 （记者陈蔚林 叶媛
媛 通讯员曾丽芹）6月23日上午，海南师范大学
劳动教育创新试验基地在定安揭牌成立。该校成
立劳动教育教研团队，以“G（政府）-U（大学）-S
（中小学）协作劳动教育教研模式”，与定安县教育
局、定安平和思源实验学校合作建设劳动教育创
新试验基地。

据悉，2020年海南师范大学与定安县签订校
地合作协议，成立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
该校全力支持定安教育发展，为定安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提供了强力支持。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负责人在揭牌仪式上表
示，建设劳动教育创新试验基地，是打造海南学生

“特色印记”的具体行动，也是学校积极推进“高等
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落实“教师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的具体体现。2021年初，学校组
建了41个服务海南基础教育学科教学团队，激励
广大师生深入中小学教学一线。目前，有14个团
队与定安县10所中小学（幼儿园）合作开展教研
活动，劳动教育创新试验基地建设就是成果之一。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定安平和思源实验学
校将校园内的闲散土地改造成小劳作地，种植面
积达4000余平方米。此外，该校还开设了综合劳
动实践课程，并将之与其他学科相融合，真正将书
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运用到生活中。

定安平和思源实验学校校长邓照伟表示，劳
动教育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德智体美劳“五育”融
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学
们在劳作中体会到乐趣，也学会了感恩，培养了自
主动手能力，切实理解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深刻内涵。

海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本报八所6月23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6月23日下午，
东方市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次
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第二环节工作情况。海南日报记
者获悉，东方全力激发自查自纠的内
生动力，形成了从宽引导、从严倒逼效
应。目前已有242人主动说明问题。

据悉，在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中，东方充分利用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两书一信”、政策宣讲、个人
自查等方式，深入开展思想发动。在
第一轮全覆盖谈心谈话的基础上，开
展第二轮更具针对性的谈心谈话，对
线索较为明显、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重点岗位的人员，采取提级谈、重
点谈、反复谈等形式，形成了强大政策
攻势。同时，召开全市干警集体约谈
会，组织因主动交待问题而给予从宽
处理的民警“现身说法”，对未主动向

组织说明问题的司法局原局长采取留
置措施，形成了从宽引导、从严倒逼效
应。目前已有242人主动说明问题，
其中干警105人，辅助人员137人。

东方全面铺开、并联推进“七查”
工作，共处置政法干警118人。循线
深挖问题线索，从涉黑涉恶案件倒查
中发现涉“保护伞”问题线索2件，已移
交至东方市纪委监委核查；从重点案
件交叉评查、涉法涉诉案件清查、法律
监督专项检查、队伍检查巡查中深挖
问题线索51个、干警违纪违法线索2
个；从“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

究”问题整治中排查涉嫌违纪违法干
警5名。深入开展政法干警问题线索

“大起底”“大排查”，梳理排查问题线
索123条，立案5件6人，对1名政法单
位主要领导依法采取留置措施。

记者还了解到，东方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立足政法
职能，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目
前15宗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已妥善处
置13宗。东方创新开展“送考下乡”

“一门通办”“企业绿色通道”“物业巡
回法庭坐班”等系列便民利民活动，推

出便民利民措施81项、法律服务事项
19项，为群众办理服务事项1250余
件。

此外，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
东方打掉了以张创东为首的“运霸”犯
罪团伙和以黄某某、陈某某等人为首
的涉恶犯罪团伙2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43人。全市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
用率44%，排名全省第一；刑事警情、
治安警情、“两抢”警情比去年同期分
别下降25.9%、43.8%、57.1%，全市社
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今年一季度全
市平安建设考核排名全省第一。

东方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工作

已有242人主动说明问题

“乐”来“乐”嗨 冲刺“巅峰”
关注椰牛·2021中国好声音十周年音乐盛典海南站

海南企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金上涨

6月起按新标准发放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易

宗平）从2021年1月1日起，海南企
事业单位中在2020年12月31日前
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者，基本养老金
上涨。这是6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人社厅获悉的消息。

此次调整范围为2020年12月31
日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已核定基
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据统计，全省将有70多万名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受益。

据了解，从2021年6月起，海南
按照新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2021年
1月至5月增加的养老金，将在6月份
同时补发。

海口推出“安心驿站”公益项目

酒店可申请免费
安装AED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张期
望）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应急能力
建设，近日，海口市酒店协会、海口市
120急救志愿服务队联合深圳市城市
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公共安全
义工联合会创新推出“安心驿站”公益
项目，为海口市酒店免费安装一批“安
心驿站”，6月30日前均可申请。

据了解，“安心驿站”由“AED+急
救包+智能售货机”一体机或“AED+
充电宝”一体机组成，两种机器任选其
一。有意向的酒店可将申请书发送至
邮 箱（178265903@qq.com）即 可 。
120急救志愿服务队将为安装“安心驿
站”的酒店提供20人次免费急救培训。

据初步统计，海口市各级政府、相
关部门在海口市投放的AED数量约
500台。但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海口市
287万人口计算，每10万人口的AED
数量仅17台，还未达到国际上每10
万人口100至200台的目标数量。

北部
最低气温26℃-28℃
最高气温33℃-35℃

中部
最低气温23℃-25℃
最高气温32℃-34℃

东部
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31℃-33℃

西部
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34℃-36℃

南部
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31℃-33℃

预计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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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更大的农业经济效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堑对村的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130户农户探索种植了300多亩山兰稻，取代原来的水稻、玉米等
作物。图为6月23日，俯瞰堑对村成片的山兰稻。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