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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南方经贸集团休闲产业（海南）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声明作废。
●海南金晟希尔悦酒店有限公司
因保管原因不慎遗失电梯产品出
厂合格证壹张，产品编号为：
97046，特此声明。
●吴书伟不慎遗失座落于凤翔东
跟北侧-绿色佳园 15 栋紫恒园
15-C501房的房屋租赁证，证号：
琼房租［2018］第 09333号，声明
作废。
●陈玉不慎遗失座落于朱云路琼
山第二小学3幢601房的房屋租
赁证，证号：琼房租［2017］第
10006号，声明作废。
●海南广发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和法人（黄梅丽）私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海南昌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MA5
TWL3J9L）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澄迈富利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2705639893
57）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燕琴于2021年7月27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证号：460029197108
020629，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佑依佳住宿中心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460105MA5RJLRF60，
声明作废。
●王海遗失中医（专长）医师资格
证，证书编码：201946541460026
197510204814，声明作废。
●郭志宏遗失海南地恒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开具的福源
小区28-1502号房购房相关税费
收据，编号:1022710，金额：15622
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工会法人资
格登记专用章”损坏，现声明作废。

法人变更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童欣幼儿园拟将变
更法人，由原法人蔡小珍变更为现
法人刘旭萍，特此公告。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六组村民
柯 宗 泰 （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61943042322116）不慎遗
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
包 经 营 原 权 证 编 码 ：
469022100215060007J，声明作
废。
●陈月敏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有
限公司绿地城项目（房号为A-05#
5- 1- 1305）收据一张，金额：
342116元，收据编号：0014521,开
具时间：2017年7月4日，特此声明。
●五指山市毛阳镇人民政府不慎
遗失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毛阳信用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662505，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毛阳镇人民政府不慎
遗失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毛
阳 信 用 社 开 户 行 ，核 准 号 ：
Z6410001099503，声明作废。
●文昌市会文镇冠南村委会港东
村民小组村民叶保华遗失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
码：469005103200090036J，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瑞能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91469027MA5T94QR9G）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 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环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清算公告
万宁市大茂镇宝宝乐幼儿园位于
万宁市大茂镇大联村委会，于
2021年7月2日申请举办者变更，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我园申报债权债务。
联 系 人 ：张 小 姐 ，电 话
13807547910， 邮 箱 ：
1160354437@qq.com。万宁市大
茂镇宝宝乐幼儿园清算组2021年
7月5日附清算组成员：组长：张娟，
组员：张娜、张开欣、张敏、符政娇

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的通知
邓礼明、翁保国、宋德洪：兹定于
2021年8月15日上午9点在三亚
创业大厦1103室召开关于注销公
司的全体股东大会，请准时到会。

海南恒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李开森不慎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 证 号 ：
469003116214040144J，特此声
明。
●海南省定安县龙门镇英湖管区
龙三塘村龙一队张鑫春遗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1105200180005J,声
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红旗村委
会美雅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旗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5729401，声明作废。
●海南省医学整形美容行业协会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6000032411766X9，声 明 作
废。
●王进东、王海英不慎遗失《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469022201800279号，声明作废。
●王梅桂不慎遗失《建设用地规划
许 可 证 》，证 号 ：地 字 第
469022201800293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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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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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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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市毛阳镇人民政府不慎
遗失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毛
阳 信 用 社 开 户 行 ，核 准 号 ：
Z6410001081803，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河镇人民政府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副本，证号：事证第
146883500201号，声明作废。
●三亚环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牙佬村民
委员会遗失海南白沙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开支行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31112401，
账号为：1012245200000167，现声
明作废。
●王新丰不慎遗失琼临渔11015
船所有权登记证书，证书编号:（琼
临)船登(权)（2019）HY-200285
号，声明作废。
●李凌迅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
阳区凤凰路 101-1 号三亚恒大
美丽之冠D-2501房收据，编号：
HN2051327，特此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香港金业城（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贵司与我单位2005年7月2日就保亭县城西南方约1公里新村

南侧处ZK15号井签订《zk15号井用水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由贵
司按相关手续，对zk15号井申请办理相应《取水许可证》，贵司在每年
（次）的《取水许可证》期满后需要继续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应当在
该证期满九十天之前向我单位提出延长取水期限的申请。我单位首

次向贵司颁发的《取水许可证》后，该《取水许可证》早已过期（2005年
6月30日至2010年6月30日），贵司至今未按照《行政许可法》第五
十条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向我单位提出延期申请，贵司已丧失zk15
号井的取水权。因贵司滞于履行合同义务，为保护水资源避免出现
浪费情况，我单位现向贵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从即日起，贵司与
我单位签订的《zk15号井用水合同》解除。特此公告。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服务中心
2021年7月31日

公 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转让方）与

许宗议（身份证460103198505101859）（受让方）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转让方已将截至2020年5月31日海南海王房地产有限公司
等9户债权（详见下表）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
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该9户企业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据
此，请借款人及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许宗议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146号

单位：元/美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海南海王房地产有限公司

币别
人民币

本金
8,500,000.00

利息
59,383,792.08

2

3

4

5
6
7
8
9

海南对外贸易（集团）公司清
澜开发公司
海南省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
屯昌县外经恒兴实业公司海
口公司
海南金鑫实业有限公司（2笔）
海口保税区荣耀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保通实业公司(3笔)
海南德群商贸有限公司
海口市化学工业开发总公司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500,000.00

6,475,336.48

2,000,00.00

3,300,000.00
1,800,000.00
1,480,000.00
2,300,000.00
132,449.39

2,325,416.64

48,422,837.59

11,778,002.36

19,788,847.5
11,087,983.33
9,219,533.87
7,197,597.58
1,424,675.37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制
度改革。在全面总结土地征收、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等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
修改完善，新法于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为增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确保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决
策部署落实到位，《条例》在《土地管理
法》制度框架下，聚焦土地征收、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重点

问题，强化对耕地的保护，针对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以及“合村并居”中违
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
度边界，强化法律责任。

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
其他农用地。明确耕地保护责任主
体，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规范开垦
耕地验收制度，鼓励社会主体依法参
与土地整理。加大对破坏耕地、拒不
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增加耕地“非粮化”的法律责任。

二是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增加征
收土地预公告制度，明确预公告应当
包括征收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

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要求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落实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等有关费用。有关费
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
地。强化被征地农民参与制度，保障
其有效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是加强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
障。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
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安排建设用地指
标，合理保障农村村民宅基地需求。
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
益，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
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
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
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
出宅基地。

四是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并合理安
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
提出规划条件。规定土地所有权人依
法编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
租等方案，载明宗地的土地界址、面
积、用途、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
环境保护要求、使用期限、交易方式、
入市价格、集体收益分配安排等内
容。要求“入市”以招标、拍卖、挂牌或
者协议等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双方
签订书面合同并备案。

五是优化用地审批程序。贯彻落
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减
少审批层级，农用地转用方案直接报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不再“逐
级”上报审批。简化审批材料，将原

“一书四方案”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
和征收土地申请。合并办理单独选址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
桥、爬雪山、过草地……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里，“4D+六面”沉浸影院，将
观众带入当年红军长征的真实场景。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
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影片最后打出的字幕，动人心
魄、感人奋起。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冲破
敌人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一次开创
新局的伟大远征。今天的中国共产
党人，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
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立志
走好新的长征路，阔步走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理想与信念

无论历经多大险阻，也必须把发
电机背到指定地点，这是使命！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准
备进行战略转移。组织派了一个128
人的加强连，保护中革军委仅有的一
台发报机和一台68公斤重的手摇发
电机。最初是8个人轮着抬发电机
走，随着连队伤亡的战士越来越多，抬
发电机的人越来越少。

无论多么艰难，沉重的、染着红
军鲜血的发电机始终没有被扔下。
过草地前，加强连只剩3个人，这3名
战士硬是把设备安全运抵延安，保证
了部队信息的传递，完成了组织交付
的任务。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

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风雨如磐的
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

80多年来，伟大的长征精神从未
湮灭。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抗美
援朝到抗震救灾，从脱贫攻坚到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共产党人以大无畏
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精
神凯歌。

一个个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新
的长征路书写使命担当。

2019年，因为遭遇山洪，扶贫干
部黄文秀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30
岁。去世前3个月，她曾发布一条朋
友圈，纪念自己驻村满一年：“我心中
的长征！”

在广西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黄文秀不停
地为乡亲们奔走，带领88户共418人
脱贫。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她将私家
车当工作车用，驻村满一年那天，汽车
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

在脱贫攻坚征程上，有1800多人
牺牲。他们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争取胜利——这是信仰的力量！

方向与道路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
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
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遵义会

议》诗作，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

1935年 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
东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
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
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得到了绝大
部分人的支持。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
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四渡赤水
出奇兵”“调虎离山袭金沙”……取得
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并夺取战略转
移的主动权，走向新生、走向胜利。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
利。长征的过程，是共产党人联系实
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
用特别的智慧、胆略，开辟出新的伟大
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
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
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
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
代……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历史和
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
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
走得稳、走得好。我们将坚定不移沿
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
又造福世界。”

人民与江山

1934年10月，30万江西于都人
共同守着一个大秘密——夜里，百姓
扛着门板、床板甚至寿材，划着渔船为
红军架桥；清早拆桥隐匿，一切恢复原
样。

反复4天，直至中央红军主力8.6
万余人全部渡河，踏上漫漫长征路，敌
人竟然始终毫无察觉。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贵州石阡困牛山上，敌军把百姓

抓来当“肉盾”，红军宁死不伤百姓，宁
死不当俘虏，吹响冲锋号，砸烂枪支，
纵身跳崖；

“红军来了，肚子能吃饱。”瑞金市
云石山乡的老百姓感念红军“打土豪、
分田地”，帮忙解决百姓生活困难；

长征途中，3名女红军借宿湖南
汝城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
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
下……

红军长征路上，新时代长征路上，

无数动人的故事都在诠释：人民就是
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
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真正做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生死
相依、患难与共。

“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
眼前有光。”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
高中——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正式成立以来，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
梅已见证近2000名女孩考上大学。
建校13年来，她像不知疲倦的陀螺，
日复一日从不停歇，点亮大山女孩们
的人生梦想。

“青藏高原是我科学研究的根，是
我生命的根，高原医学研究是我一生
的追求。”全身14处骨折，双眼白内
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共产党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身体饱受病痛折
磨，却坚持扎根高原从医50多年，默
默守护着青藏高原的万千生命。

一百年来，共产党人为人民过上
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的精神品格
从未改变。一路走来，党依靠人民战
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众多人间
奇迹。

今天，中国人民正走在如期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长征路上。站在
历史的交汇点，共产党人将继承前人
事业，传承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
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
张千千）

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代代人的血脉传承
——长征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
一百年》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
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一书，
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突出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
主线，全面回顾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历程，深入总结
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翔实记
述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思想、重要事件、重要活
动，生动展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事
业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充分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强大的组织力量。
该书史料丰富、视野宏大、文风朴实、生动鲜活，是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组工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读物，是学习研究党的组织建设史的基本
教材。

中国海警局“衢山舰”与“海门舰”组成的舰船
编队准备起航（7月30日摄）。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由中国海警局“衢山
舰”与“海门舰”组成的舰船编队7月30日从上海
起航，前往北太平洋公海执行为期31天的北太平
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据了解，这是《海警法》出台后中国海警首次
赴北太平洋公海巡航，也是中国海警2020年6月
获得北太平洋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二次巡
航。 新华社发

中国海警赴北太平洋公海
开展渔业执法巡航

唐英杰违反香港国安法两罪
共被判处9年监禁

新华社香港7月30日电 唐英杰违反香港国
安法一案30日宣判。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宣布，唐
英杰因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共被判
处9年监禁。

2020年7月1日，唐英杰在湾仔驾驶电单车，
车上插着写有“港独”标语的旗帜，冲越3道警方
防线，并导致3名警员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3名国安案件指定审理法官聆讯后，7月27日
作出裁决，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
罪两罪成立。法官裁决时表示，唐英杰展示相关旗
帜，有意图将分裂国家的意思传递给其他人，有意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同时，他冲向警方，是刻意挑
战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行为涉及严重暴力，是危
险活动，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给社会带来严重伤害，
其有关行为是想威吓公众，以达到政治目的。

该案是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生效之
后，香港首宗被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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