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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195001），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2021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
海南省化肥厂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工业大道以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644
号，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鑫隆达汽车养护中心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澄迈金安吉祥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31217613，声明作废。
●海口源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因受损变
形，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
证遗失，证号：文锦（临）建字
（2019）第0005号，声明作废。

●裴玉英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证号：琼246192004922，声
明作废。
●何良玉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证号：琼246182106228，声
明作废。
●澄迈白莲文兴电动车店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澄迈通信开发有限公司清算小
组银行预留印鉴章（严国梁、蔡笃
兴）私章各一枚遗失，声明作废。
●陈锐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
不动产权证书号：白国用（1995）字
第0072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石汇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鲤锦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刻章备案回
执书，现声明作废。
●韦忠杰(身份证4600311989020
24412)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 书 ， 经 营 权 编 号 ：
469026102200020123J，流 水 号
021032，特此声明。
●洋浦粤鑫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海南国绩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拟变更以下信息：法人由蔡晓
奕变更为张学义，举办者由蔡晓奕
变更为张学义，校长由许海梅变更
为张学义，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巨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91460000MA5TMXRW
6X)，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万元，特此公告！
海南巨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021年6月2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21)琼01执1352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程欢与被执行人
孙丹、吴超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
人孙丹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
昆南路20号宏兴大厦D座502房
[不动产权证号:19151]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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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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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解除蔡宏劳动合同关系公告
蔡宏（身份证号：4401051974090
50056）：你自2021年 3月 3日起
已连续旷工62天，严重违反公司
制度，我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经
研究决定，自2021年6月24日起
解除与你1995年11月24日订立
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海南三叶天富置业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海南椰宝食品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 ：91460100MA5TJB2J4N) 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2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
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
证遗失，证号：文锦（临）建字
（2019）第0010号，声明作废。
● 成 贞 ( 身 份 证 号:
140521198205150026）遗失准予
迁 入 证 明 ，编 号 ：琼 准 字
01198296，声明作废。
●海南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
者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副本，代码：514600005038650
14B，声明作废。
●肖春阳遗失座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
园一期5号住宅楼210号房房产
证，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100931号，声明作废。
●林丽萍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B区富力湾旅游度假区
海南富力山海豪庭小区C型别墅
C12 栋 不 动 产 权 证 ，证 号 ：琼
（2019）陵 水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625号，特此声明。
●林宝忠遗失坐落于临高县临城
镇碧桂园金沙滩悠澜湾苑区三街
36栋 01号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7）临 高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392号，特此声明。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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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注销

法院公告

公告送达

●洋浦洋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宏亮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
●临高县拆迁安置工作服务中心
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
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46883855276050X1，特此声明
作废。
●儋州亚峰昌庆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车牌号琼F0YB16车的道
路运输证正本一本，证号:琼交运
管儋州字460400063059号，声明
作废。
●儋州亚峰昌庆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车牌号琼F0XD63车的道
路运输证正本一本，证号:琼交运
管儋州字460400063222号，声明
作废。
●东方华顺发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徐璟遗失海口吾悦广场S5135
开出的押金条一张，金额：14000
元整，票据号:0007240，现声明作
废。
●文昌市锦山镇下溪坡村民委员
会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395301，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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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农庄 150亩（建设用地 35亩）转
让。王先生13907585275

转 让

出 租

海口六栋别墅1100m2租18元/m2

可分租，含公共配套建筑1400m2

停车场5000m2，电话6666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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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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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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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现对加茂镇橡胶厂（以下简
称“橡胶厂”）企业资产管理和处置的事宜，发布如下公告：

一、加茂镇人民政府诉司永妹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0）琼9029民初882号]，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
法审理后，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加茂镇人民政府解除了与司永妹
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收回了橡胶厂承包经营权。

二、原橡胶厂法定代表人司永妹在承包和经营橡胶厂期
间，因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最终导致橡胶厂停产停业，工人离岗
离职，厂房空闲搁置，生产设备锈蚀报废等事实。加茂镇人民
政府作为橡胶厂目前的管理人，为了梳理橡胶厂存在的债权债
务关系，维护潜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便委托省内具有资产评
估资质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海南海咨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橡
胶厂现有全部企业资产，即厂内全部机器设备进行了清点和评

估。根据海南海咨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海
咨评报字（2021）第0408号]，橡胶厂现有全部企业资产于评估
基准日即2021年4月8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陆万叁仟伍佰
玖拾元整（￥63590.00元）。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加茂镇人民政府
作为橡胶厂的管理人，现对被评估的资产统一进行保管，保管期
限为1个月。在1个月期限届满后，仍没有任何第三人向橡胶厂
主张债权的，加茂镇人民政府有权自行处置保管的资产，因保管
资产所产生的费用优先从处置所得中扣除。

特此通告。
（联系人：钟大东 联系电话：18889665653）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人民政府
2021年6月28日

关于加茂镇橡胶厂企业资产管理和处置的通告

东方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做好东方市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工作，激励退役军人退役不

褪色、建功新时代，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详情请扫码查看）电话：0898-38931133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二环南路西127号

完善退役军人三级服务体系建设
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自贸港 | 海南4项重点人才政
策有何亮点？官方解读来了。

详情请扫描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全球在建规模最大、
单机容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金
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2台机组28日投产发电。

白鹤滩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我
国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水电站大坝
为300米级特高混凝土双曲拱坝，共安装16台我
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
轮发电机组。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
的重大突破。

“白鹤滩水电站核心技术均为自主研制，全部
机组投产发电后，将成为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世
界第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党
委书记何炜说。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
家县交界处金沙江干流河段，是三峡集团在金沙江
下游建设的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乌东德、白鹤
滩、溪洛渡、向家坝中的第二级，开发任务以发电为
主，兼具防洪、改善航运、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工程
规模巨大，地质条件复杂，工程建设攻下了多个技术
难关，例如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建造不对称特高拱
坝；1650万吨拱坝水推力下，确保拱坝坝肩稳定；高
烈度地震区，确保300米级高拱坝抗震安全；窄河
谷、大泄量条件下解决泄洪消能等问题。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

白鹤滩水电站
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严格督促指导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扎实开展指导工作综述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迅速行动、精心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热情参与，在全党全国掀
起学习热潮。在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推进的重要时刻，党中央派出中央指导组开展督促指导工作。

明确指导任务、认真履行职责、深入了解情况、督促解决问题、及时提出建议……各中央指导组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
扎实开展督促指导工作，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党中央派出中央指导组，是确
保高质高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举措。在今年2月召开的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要加
强指导”的明确要求。

根据党中央安排，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派出25个中央指导组，
其中10个组负责指导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5个组负责指
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
体。此外，受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委托，银保监会、国务院国资委、
教育部派出18个指导组，负责中管
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党史
学习教育指导工作。

5月26日，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指导
组培训会议，帮助指导组学习中央
精神，把握工作要求。会议强调，
中央指导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论述，增强做好指导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展现过
硬作风，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指导工
作任务。

为把中央精神领会好、传达好、
贯彻好，各中央指导组加强工作沟
通、开展对接联系，迅速进驻所指导
地区部门单位，全面了解情况，严格
指导把关，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部署要求贯
彻落实到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各
方面。

据了解，截至6月中旬，25个中
央指导组已到3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121个部门单位
开展了首轮进驻指导，实现了指导
工作的全覆盖。

学深一步，提升指导水平——
作为中央指导组，理应比所指

导地区部门单位研究得更深、琢磨

得更透，才有资格督、有能力导。
各中央指导组反复研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自觉对标对表，掌握政
策要求，把准工作方向。

在集中培训的基础上，有的指
导组还采取自学、领学和研讨相结
合的方式，专门组织开展专题学习；
有的指导组还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等
活动，在感悟初心中深刻领会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增强做好指
导工作的信心决心。

有的放矢，深入基层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中央第1指导组抽取省、市直

属机关80名处级干部，分组逐一访
谈，通过提问等方式，掌握党员干部
学习成效。

中央第 5 指导组在指导工作

中，实地调研14个市（县）、6个村
（社区）、2户企业、5所学校和科研
院所、7个红色纪念场馆等，深入了
解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
况。

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机制——
各中央指导组制定切合实际的

工作计划，创新工作机制，确保党中
央部署要求落实到位。

中央第10指导组制定工作实
施方案，系统梳理出12个方面53个
工作事项清单，为高质量高标准开
展指导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
管高校指导组充分发挥信息技术
优势，创新方式载体，构建规范务
实高效的工作模式。中管企业第5
指导组在指导工作中，创新“互联
网+党建”工作模式，构建“一群一
网一云”工作平台，着力为工作赋
能、为基层减负。

“在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要历
史时刻，参加中央指导组的工作，我
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一名
中央指导组组长表示，指导组尽职
不越位、指导不包办，扎实深入进行
督促指导。

聚焦专题培训，强化理论武装
——

中央第4指导组将感悟思想伟
力、强化理论武装摆在首位，认真了
解所指导地区党委开展专题学习、
专题培训情况和党员干部学习情
况，督促党员干部加深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和感悟。

中央第7指导组查阅所指导地
区省级领导班子成员讲党史专题党
课的时间安排、讲稿内容等，对未及
时安排专题党课的单位予以督促。

抓好“关键少数”，紧盯领导干
部——

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是“关键少数”，也是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点对象。

中央第3指导组深入了解“一
把手”责任落实情况，督导所指导地
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署安排党史
学习教育情况。

中央第18指导组与所指导部
门单位党组（党委）、相关司局负责
同志座谈交流，及时反馈存在问题，
听取意见建议。

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
中央指导组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
中央第8指导组深入乡村，了

解当地发展种植业、旅游产业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情况，了解基层
党组织整合警务资源为群众办实
事情况。

中央第12指导组认真审阅所
联系部门单位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和项目清
单，采取随机调研、抽查访谈等方
式，掌握进展情况，了解群众反映，
督促找准查实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

服务大局，推动学习教育融入
中心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
起来”。

如何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
皮”？各中央指导组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所指导地区部门单位学习教
育和中心工作融合联动、相互促
进。

中央第9指导组指导相关地区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落实“十四
五”规划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引导
党员干部胸怀“两个大局”，心怀

“国之大者”，将学习教育成效体现
在中心工作谋划和推进当中。

中央第15指导组联系指导的
9 个部门单位大都承担着服务全
党党史学习教育的重任，指导组指
导各单位认真履行一肩双责，在
抓好自身学习教育的同时，努力
做好所承担的工作，做到两促
进、两不误。

中央指导组坚持把自身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全体同志积极主动工作，自觉克
服个人和家庭困难，连续作战、加班加点，
以良好形象、过硬作风开展指导工作。

有规有矩，制度先行——
各中央指导组先给自己立规矩、定制

度，确保指导工作有章可循。
中央第2指导组结合每名成员的学

历背景、单位职务等，快速确定分工职责，
建立“联络、材料、后勤、统筹”分工合作机
制，做到分工不分家、补位不缺位。

中央第17指导组建立文件传阅机
制、工作督办机制、定期沟通机制，提高指
导工作的规范性。

严于律己，接受监督——
各中央指导组严格遵守纪律规矩，加

强管理，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树立良好形
象。

中央第19指导组及时向所指导部门
单位告知自身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方面的要求，自觉
接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监督。

中央第23指导组研究制定《内部建
设管理办法》，明确学习研讨、请示报告、
工作纪律、安全保密等具体要求，严格自
身管理。

防止“留痕”督导，力戒形式主义——
中央第6指导组开展工作以来，始终

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严格遵守中央有关纪律要求，认真负责、
严肃规范，高质量推进指导工作。

中央第24指导组在工作中提出要防
止“一刀切”，根据每个联系部门单位实
际，有针对性地制定指导工作计划和安
排，注重发现和推介典型案例，开展定制
化指导。

在指导过程中，各中央指导组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指导工作，同
时与所指导地区部门单位派出的巡回指
导组加强沟通联系，有效衔接、相互补充、
形成合力。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普遍反映，中
央指导组作风优良，严格遵守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不随意加码、抬高标准，减轻
了基层负担，为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树立了榜样。

下一步，各中央指导组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用心用力用情开展督促指导，
通过深入扎实工作把党史学习教育推动
好、落实好。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确保中央精神落地

履职尽责强化指导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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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5月4日拍摄的湛江调顺跨海大桥。
6月28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湛江调顺跨

海大桥正式通车。全长约9.36公里的调顺跨海大
桥为广东省重点工程，跨越湛江湾连接湛江市调顺
岛及海东新区，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对加快广东
粤西片区经济发展发挥重要连通作用。 新华社发

湛江调顺跨海大桥通车

树立形象展现过硬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