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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澄迈惠恒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①投资协议书二零零九年九月（与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②由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开具海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收据）4 份 NO:
0286609452、NO:0309075095、
NO:0309075108、NO:02866092
5X，合计金额1100万元；③由澄
迈县老城镇美儒村民委员会开具
村级组织现金收入凭证（收据）2
份，编号:0000105、0000104，合
计金额576万元；④项目开发建设
的复函（澄办函[2015]24号）；⑤征
用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费等凭证，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市坡博实验学校不慎遗失原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和法人私章，特此声明
作废。
●艾而（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E
PA86J）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京岭村民委员会
长发坡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4413604，
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六山村民委员会
六山村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
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457903，声明作废。

●澄迈白莲李学勤维修店原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 洪 国 樑 (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301196506102111)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T060155的
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民委员会
大拉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澄迈农商
银行金江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4239605，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民委员会
大拉村民小组法人吴多来不慎遗
失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田登爱遗失摩托车驾驶证（车牌
号 ： 6K188） ， 证 号 ：
422828520028，声明作废。
● 符 雄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6112231216)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484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澄迈县老城镇文玉村民委员会
玉堂村民小组遗失陈德江个人私
章，声明作废。
●澄迈县老城镇文玉村民委员会
文楠村民小组遗失王泽发个人私
章，声明作废。
● 杨 永 海（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5404178010)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482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澄迈符爱调果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关于处置无主物品的公告
我司将对长期堆放于食堂拐角2
楼处的药品等物品进行处置，因上
述药品等物品无法明确所有权
方。现请上述物品的所有人和持
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个月
内，主动与我司联系，逾期未取得
联系确认，上述药品将按无主物品
依法依规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先生 13078990440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热带水果加工厂

破产管理人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热带水果加工厂
债权人：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热带水果加工
厂（下称白沙县水果加工厂）破产
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主席提议，定
于2021年8月27日上午9时在白
沙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室
召开白沙县水果加工厂破产清算
第五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将对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进行审议表决，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

2021年8月3日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2015）白民破字第2－3号

因白沙黎族自治县陶瓷厂已无财
产可供分配，白沙黎族自治县陶瓷
厂破产案的破产清算工作已结束，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裁定终
结白沙黎族自治县陶瓷厂的破产
程序。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澄迈县老城镇文玉村民委员会

文楠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澄迈县老城镇文玉村民委员会

玉堂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东方东海永发花梨玉石馆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20666801，声明作废。

●黄唯不慎将位于海南省东方市

八所镇东方洋铭国际边贸城3号

楼1031房不动产证遗失，产权人：

黄唯，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东方市

不动产权第0033486号；不动产单

元号：469007100025GB05001F0

0010384，特此声明作废。

●符永福不慎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权 证 编 号 ：

469005112210030030J，特此声

明作废。

●王冠财遗失船名琼万宁23557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书，登记号

码:琼万宁0523557号，声明作废。

●王冠财遗失船名琼万宁23557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号

码:琼万宁0523557号，声明作废。

●昌江海之南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

证编号：JY34690260007609，声

明作废。

●昌江石碌可浩冰粒厂遗失食品

生产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C11046902600183，声明作废。

●蔡春燕遗失警官证，证号：

010418，特此声明。

公示
我处受理冯石应的曾用名公证申
请。经我处审查，冯石应持有能证
明登记为曾用名冯少荣的位于陵
水县陵城镇中山东路46号的一处
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0171号］。
凡对上述土地有异议者，自本公示
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我处提出；
如逾期不主张，其法律责任自行承
担。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
电话：0898-83324148，联系人：
陈儒勇。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
证处 2021年8月3日

打包处理资产
三亚市大东海惠普登酒店客房18
间及地下健身房。联系人：任先生
13907535417、冯先生13036099114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
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

送达公告
浙江兴技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周少婷：
你（单位）“6.2”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街道海甸五西路清污工人受伤事
故一案，本局于2021年8月3日作
出（美）安监执行催告［2021］1号
及［2021］2号《行政强制执行事先
催告书》。因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
送达，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
2021年8月4日

公示
海口市秀英区童欣幼儿园拟将变
更法人举办者，由原法人举办者蔡
小珍变更为现法人举办者刘旭萍，
特此公告。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招租广告
海南省三亚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位
于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21号1.36
万m2仓库和670m2办公楼整体招
租，合同一年一签，租期不定，每月
租金19.5万元起，价高者得。有意
者请联系：
林经理13006069966、88660509；
龙经理13976766166、88660453。

海南农垦西达农场有限公司

闲置厂房招租公告
本公司为海南农垦集团全资子公
司，现名下位于澄迈县昆仑农场原
木材场的厂房闲置，可供出租。厂
房现状：烘干房6间，面积553.8平
方米；瓦房7间，面积 302.2 平方
米；铁皮棚1156.4平方米。欢迎有
意向者联系报名竞租。联系人：冼
先生，18876868818。

减资公告
海南九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
币5000万元减至1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文昌市会文镇冠南村委会下崀

一村翁春花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05103200030007J，声明作

废。

●海南德道正鑫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400MA5TKH358X）遗 失

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南司旺仔幼儿园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9003062309919L，声明作废。

●吉彩虹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万福度假村红磡香水湾

万福度假区6号楼1单元716房不

动产登记证明，证号：琼（2018）陵

水县不动产证明第0007354号，声

明作废。

● 林 尤 仁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5810222777)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94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远望达船务有限公司遗失

水路运输许可证正、副本各一本，

编号：交琼X K0351，声明作废。

● 栾 延 冬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70319701106001X)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J080028的

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招 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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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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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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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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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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示

供 求

广告·热线：66810888

寻访在琼一等功臣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李江村

13年前，身为边防战士的他在深
圳检查站严词拒绝毒贩的金钱诱惑，
在一次安保排查中，用智慧和胆量将
毒贩绳之以法，缴获重221.729千克
的摇头丸。

退伍回到家乡海南定安县后，他
深藏功名，扎根乡镇基层，不改初心，
常年走村入户，化解村民们的邻里矛
盾，及时发现违建并劝解疏导村民进
行拆除。

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名勇敢
正义军人的气概，感受到一位乡镇基
层工作者心系百姓的情怀。他，就是
在琼一等功臣、原广东边防总队深圳
经济特区检查站战士莫芳敏。

正义执法
拒金钱诱惑擒拿毒贩

年少时的莫芳敏，受曾经从军的
父亲影响，从小立志成为一名军人。
2004年12月，莫芳敏凭着良好的身

体素质，被选拔进入广东边防总队深
圳经济特区检查站服役，成为一名边
防战士。

严苛的训练、极限的挑战，磨砺
的不仅仅是身体，更是灵魂，让莫方
敏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身心坚毅
的战士。他也凭借优异的表现先后
晋升为班长、排长，成为军营中的模
范士兵。

2008年奥运会前夕，检查站在关
口加派警力，进行严密布控。莫方敏
被分配到梅林检查站负责安保工作。

7月31日11时30分，一辆满载
货箱的东莞牌照面包车在驶入检查
站车检通道时，频繁变换车道，行驶
路线不稳，引起了正在车道执勤的莫
芳敏的注意。当车辆驶进车检通道
时，莫芳敏示意司机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司机将车靠边后，却不愿熄
火，反而把手放在档位上，企图驾车
冲关。

见此情形，莫芳敏立即将铁马路
障拦到车前。“熄火，把钥匙拔出！”面
对莫芳敏警告，司机极不情愿地将车
辆熄火。莫芳敏立即对车辆实施例行
检查。

在对司机的证件检查确认无误

后，莫芳敏又问道：“请问车里装的是
什么货物？”“哦，没什么，只是一些食
品之类的。”司机答道。

“根据规定，我们要对您的货物进
行检查，请您配合。”莫芳敏说。一听
要检查货物，司机支支吾吾说道：“警
官同志，车里没什么的，就不用检查了
吧。”同时，他飞快地掏出一沓数万元
现金塞给莫芳敏。

莫芳敏严词拒绝并立即对车辆进
行检查，他发现副驾驶位的抽屉里有
一个黑色可疑塑料袋。此时司机神色
突变，猛然伸手把塑料袋塞进自己的
手提包。看到情况危急，莫芳敏通知
其他战友支援，要求司机双手抱头，同
时把黑色塑料袋夺下。

经检查，莫芳敏发现塑料袋内
有两大包红色药丸，药丸上印有符
号。当问及这种“药丸”是什么物品
时，司机不肯回答。莫芳敏初步判
定此物品是“摇头丸”，并立即向值
班干部报告。值班干部接过物品鉴
别后，喝令司机下车。司机拒绝下
车，还企图反抗。布控的边防官兵
上前将其制服，从其身上搜出 3部
手机和一叠现金。

此时，莫芳敏意识到车上可能还

有其它违禁物品，立即将车上所载的
15个货箱全部卸下。他打开其中一
个箱子，发现箱内所装的货物，都是真
空袋包装，里面装的也是跟黑色塑料
袋一模一样的红色药丸，共计50袋。
其余每箱都是如此。后经上级业务部
门鉴定，确定红色药丸为“摇头丸”，总
数量为15箱，重221.729千克。

此案是2008年全国公安机关查
获同类毒品数量最多的个案。莫芳敏
也因为侦破案件获个人一等功。

深藏功名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2013年，莫芳敏转业回到定安工
作，在定城镇政府司法所担任人民调
解员。他经常深入基层倾听居民们的
声音，出面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化解了
一桩桩、一件件“麻烦事”。

“一名合格的人民调解员，必须具
备相关的法律知识，否则就不能很好
地化解矛盾。”莫芳敏结合本乡镇实际
情况和多发纠纷特点，系统学习了《人
民调解教程》《人民调解概论》和《人民
调解基本方法、技巧以及典型案例》等
书籍，掌握了理论知识和调解技巧。

一有时间，莫芳敏就走村串户，和
村民聊聊家长里短，增进感情。“只有
和群众关系搞好了，干群打成一片了，
调解工作才能做好。”莫芳敏说。

很多纠纷不过是些邻里之间的琐
碎事，有人问莫芳敏，“管这些事你就
不嫌麻烦？不怕得罪人？”他总是乐呵
呵地说，“不麻烦，不怕，人家愿意听我
说几句，我就多劝劝。”

莫芳敏扎实做好基层工作也得到
了认可，从2016年开始，他担任镇自
然资源规划所所长，同时挂职镇武装
部副部长。

过去几年，莫芳敏和同事们时常
开展暗访巡查，及时遏制违章建筑。
发现有村民开建违章建筑，便立即耐
心讲解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知识，细心
劝解疏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多
村民认识到违法占地的严重性，积极
配合拆除违建。

每年的征兵季都是莫方敏最忙碌
的时候。“在岗位上，就要承担起责任，
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
说。

日前，莫芳敏获得定城镇“优秀共
产党员”的殊荣。

（本报定城8月3日电）

13年前，身为边防战士的他执法擒拿毒贩；退伍后，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不改初心——

莫芳敏：从“缉毒先锋”到“优秀基层干部”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陈蔚
林）8 月 2日，省考试局发布通知，
2021年海南省中招第二批的录取工
作已经结束，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官
网查询录取结果。第三批志愿填报
工作于8月3日正式启动。

今年我省中招第三批的志愿填

报安排在第二批录取结束后以知
分填报的方式进行。本批次共设
12个学校志愿，分两段采用平行志
愿的投档方式录取。

考生可同时填报6所第三批录
取的普通高中学校志愿，以及高校
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中高职“3+

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
点班的6个学校专业志愿。

目前还未被录取的在库考生可
于8月3日至8月5日16时之间，登
录省考试局官网填报志愿、参加录
取，原先填报的提前批、第一批和第
二批志愿均不再有效。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2021年海南省普
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网上填报志愿工作
已于8月2日17时30分顺利结束。8
月3日，省考试局根据填报志愿的考生
人数、投档成绩以及本批次的招生计
划，划定了2021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专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其中，普通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为250分；体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为文化成绩240分、专业成绩60分；艺
术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文化成绩
175分，美术、声乐、器乐、舞蹈、主持与
播音等类别专业成绩均为137.5分。

省慈善总会向河南省慈善总会
拨付救灾款234.9万元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刘晓
宁）8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慈善总会获
悉，截至目前，省慈善总会已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拨
付防汛救灾资金234.9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
救灾工作。

据介绍，贵州茅台海南省经销商联谊会通过
省慈善总会捐赠河南防汛救灾项目款20万元；海
南省河南商会63家驻会企业和102名爱心企业
家通过省慈善总会定向捐赠河南省防汛救灾专项
资金111.3万元。其中，定向捐赠新乡市31万元，
定向捐赠周口市31万元和定向捐赠郑州市39万
元，10.3万元统筹用于河南省内防汛救灾；海南省
虎友济困公益协会通过省慈善总会捐赠河南3.6
万元防汛救灾资金；海南省慈善总会定向捐赠安
阳市汤阴县100万元防汛救灾资金。

2021年海南高招专科批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

海南中招第三批志愿填报启动
本批次共设12个学校志愿

8月 3日上午，施工中的
儋州市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利用旧的滚水坝，有序排水,确
保工程安全度汛。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安全度汛保施工

三亚上半年发放
逾3240万元生态效益补偿金

本报三亚8月3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张慧膑）三亚通过实施生态效益补偿，促进补偿地
区农户增收，激发群众保护森林资源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今年上半年，三亚已发放生态效益补偿
资金共计3240.36万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
3日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的。

其中，天涯区发放1208.64万元；崖州区发放
386.88万元；育才生态区发放1644.84万元。通过
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了农民收入，让为保护生
态环境作出牺牲的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有
效促进了三亚市中北部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

海口打击房地产销售乱象

处罚15家中介机构
和2家房地产项目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计思佳）为坚决打
击房地产市场乱象，维护海口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4个区执法分局开展房
地产专项整治，重点打击房地产开发商未取得预售
许可收取预付款、虚假宣传、房地产中介未备案销售
等违规行为，集中查处了一批违规房地产中介及企
业，共对15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和2家房地产项目下
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拟处罚共13.61万元。

其中，对翡翠湖（推广名：公园·上城）项目未
取得预售许可证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的违规行
为，对房地产开发商海口碧桂园置业开发有限公
司依法拟罚款2.9万元；对“华闻·书馨花苑”项目
未与买受人解除认购书、将2套商铺再次出售的
违规行为，对海南华闻置业有限公司依法重罚，按
上限拟罚款2.99万元；对房产中介机构海南房大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员工王芳发布未经核实的房源
信息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重罚，按上限拟分别罚
款2.99万元和9900元。

此外，对海南运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等14家
未办理房屋中介、房屋租赁备案的违规房地产中介
机构，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分别给予行政处罚。

下一步，海口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对该市房
地产领域继续深入推进整治工作，对房地产领域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厉打击、处罚，着力规
范房地产市场，切实维护好自贸港房地产销售秩
序的健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