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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木棠镇长老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儋州市木棠镇农村信用

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409601,现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招

咱经济合作社遗失琼中县上安信

用社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2921401，声明作废。

●儋州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03MJP272174B，声明作

废。

●朱学昌不慎遗失陵国用（椰）第

1229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

现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鸿记煌三汁焖锅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南海经济文化研究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557396751F）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声明作废。
●海南祥锐道路货物运输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琼E22576《道路运输
证 》 正 、 副 本 ， 证 号:
462000063448，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林兴糕点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1本，许可证
编号：JY14601060042431,声明
作废。
●文昌恒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副
本 ，证 号 ：琼 交 运 管 文 昌 字
469005060758号，声明作废。
●中信泰富万宁（联合）开发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3738801，
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人民政府
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秀华路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0791305，现声明作
废。
●海南垚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鸿春堂药房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石塔村分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 证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
JY14601070042871，声明作废。
●陈霖遗失座落于八所镇二环路
西侧的土地证，证号：东方 国用
（2003）第 382 号，地号：3- 6-
494，特此声明。
●陈霖遗失座落于八所镇二环路
西侧的土地证，证号：东方 国用
（2003）第 381 号，地号：3- 6-
493，特此声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的（2020）琼 0108 执 4404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20）琼
0108 执 4404 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我局拟将海口市新埠岛开发
建设总公司持有的琼（2020）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00602号不动产
权证书项下的657.2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过户给罗云英，依据《土地
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
定注销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
第0000602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
的65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2021年7月27日

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01713，逾期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
年9月15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4日

公告
我处现受理陈强、陈勇申办符芹兰
名下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圩国有土
地使用权及东郊镇东郊圩南街房
地产继承权公证。为如实出具公
证书，请上述房地产的利害关系人
在公示十五日内持证据材料到我
处提出主张，逾期，我处将按照法
定程序办理。联系人:邢公证员
电话:0898-63224327

海南省文昌市公证处
时间:2021年8月4日

招租公告
我司现有位于海口市秀英港澳开

发区兴业路19号浩业物流园建筑

面积为13680m2的一栋三层仓库，

现进行公开招租。租赁条件如下：

1.按现状出租，租赁期限自2021

年 11月 1日起至2023年 3月 31

日止；2.整体租赁优先，可分租；3.

整体租赁租金单价不低于16.5元/

m2/月，物业费按1元/m2/月另计；

4.同等条件下原租户有优先承租

权。有意向承租者请于8月20日

17：30前以书面密封形式报价。

联系人：徐先生，13976672600。

海南浩业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8月5日

减资公告
海南川陵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现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减至人
民币二佰万元整，原债权债务不
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天脉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将原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
币现减至壹佰万元人民币，请相关
债权人在见报日起45天内向本公
司申报，要求清偿或相应的担保，
逾期本公司将依法减资，债权申报
联系人电话：18117654600。特此
公告！

招租公告
我司现有位于海口市秀英港澳开
发区兴业路19号浩业物流园建筑
面积为9559.44m2的一楼仓库(含
二楼342.09m2)，现进行公开招租，
租赁条件如下：1.按现状出租，租
赁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年3月31日止；2.整体租赁
优先，可分租；3.租金单价不低于
23.5元/m2/月，物业费按1元/m2/
月另计；4.同等条件下原租户有优
先承租权。有意向承租者请于8
月20日17：30前以书面密封形式
报价。
联系人：徐先生，13976672600。

海南振业新合纤有限公司
2021年8月5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15 年 04 月 11
日在三亚市区拾到
并将女婴抱养，该
女婴特征：当时裹

着红毛毯，现已6岁，取名：高江
玥，尚未办理户口，现登报寻找该
女婴生母，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
址：东方市八所镇小岭村，联系电
话：13006057179高欢荣。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于
2015年01月15日
在东方市八所镇小
岭村拾到并将男婴
抱养，该男婴特征：

当时裹着蓝色小棉被，现已6岁，
取名：王文越，尚未办理户口，现登
报寻找该男婴生母，请于公告之日
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
联系地址：东方市八所镇小岭村，
联系电话：13976193472王祯荣。

注销公告
海南省粮油经济信息中心拟向海
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工作组。请
债权人自2021年8月5日起90日
内向清算工作组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联系人:陈初良，电话:
65343522。海南省粮油经济信息
中心清算工作组

●北京观韬中茂（海口）律师事务
所黄理章律师遗失由海南省司法
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证号：
14601202010251646，流 水 号 ：
11330891，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京瑞商行（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46 9027 MA5R
DYH109）遗失（蔡汝宽）法人章，
现声明作废。
●陈业撰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椰林
镇滨河南路10号海韵·陵河假日
二期12号楼3106房不动产权证，
证号：琼（2018）陵水县不动产权
第0007050号，声明作废。
●林芳、李道恩遗失长影粤海（海
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房专用收据贰张，编号：0009009，
金额：343636元；编号：0008923，
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
●陈振雄不慎遗失五指山水岸别
墅F9房房款收据贰张，号码为：
0000127、0000129，声明作废。
●北京德和衡（海口）律师事务所
黄修宇律师于2021年7月28日遗
失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202011208665，流水号为
NO.11330639，现声明作废。
●李元亮遗失消防设施操作员证，
证书编号：1936003009500203，
声明作废。
●符军遗失道路运输资格证，证
号:469024060059，现声明作废。
● 吴 淑 昂 （ 身 份 证 号 ：
460103198501260019）遗失中级
工程师资格证，专业名称：建筑工
程，证书编号：130310338，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招租公告

认婴公告

公示
我处受理黄喜清的曾用名公证申
请。经我处审查，黄喜清持有能证
明登记为曾用名黄宏芳的位于陵
水县新村镇滨海路的一处土地使
用权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
国用(新)字第3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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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21年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法院以（2021）琼 0107 执
1758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
行通知书》，我局已将琼山市建委
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的琼山国用
(府城）字第06588号项下194.8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邝仕忠、
张国猛，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国用
（府城）字第06588号项下194.8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2021年8月2日

公告
海南全能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象春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650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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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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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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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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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文昌市文城镇恒天名家五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3HN005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文昌市文城镇恒天名家
小区五套房，每套房建筑面积约为116m2，挂牌底价为72.05万
元至74.21万元不等，保证金25万元/套。恒天名家小区周边住
宅小区众多，产业集聚程度较优，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交通便
利，是居家置业的理想选择。

公告期：2021年8月5日至2021年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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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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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00万元，2021年8
月4日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通过存续分立的形
式，分立为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儋州
分公司隶属于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海南意方电梯销
售有限公司。分立后的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800万元、海南意方电梯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除
与本公司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公司分立前的债权
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及民法典的规定，相关债
权人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有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但保的权利，并
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分立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
告。联系人：胡女士，联系电话：13907557185，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苑
路36号铭德.美景苑3#楼三层C01房。

海南澳普斯顿电梯有限公司 2021年8月4日

存续分立公告
万宁神州半岛喜来登度假酒店&福朋酒店受万宁仁和发展有限

公司管理处委托，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取供应商，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一、酒店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1、喜来登客房地面大理石更
换及防水；2、喜来登&福朋酒店客房清洁外包服务。二、供应商应提
供以下投标文件：1、供应商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复印件；2、如公开
招标项目涉及资质要求，应提供资质证书。三、报名时间：2021年8
月5日至2021年8月6日，办公时间（08:30-17：30）。如供应商未
能在2021年8月7日下午17：30前将投标资料邮寄至本招标公告
第四条收件人处，视为放弃参选。报名地点：万宁市神州半岛喜来
登酒店采购部。神州半岛喜来登酒店采购部联系人：米先生0898-
62538868转5923。四、投标文件请邮寄至以下收件人：米东羊 电
话:0898-62538868 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喜来登度
假酒店采购经理收。

神州半岛喜来登&福朋酒店
2021年8月5日

招标公告 转让三亚房地产公司

股东权益
本人持有三亚“蘭园”房地产项目公司40%

股份，因多种原因，现对外转让预期收益(同时

聘请公司治理专家合作或指导)，详情面议。

电话：15610303027，1526969170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一首《义勇军进行曲》，铭刻着
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历
史记忆。

从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策动
九一八事变起，全体中华儿女前仆后
继，浴血抗争14载，以巨大牺牲取得
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
完全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全体中华
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
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
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
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
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
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
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
拔的必胜信念。

“全国人民总动员”：
爱国情怀空前激发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
厅，陈列着一封当年中共晋中特委组
织部部长王孝慈写给弟弟的家书。
信里写道：“‘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
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
新的人民。”

抗战14年间，一个声音始终坚
定如磐——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
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
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
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沧海横流显本色，砥柱中流挽狂
澜——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大旗，指引着中国抗战的胜
利方向，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四万万人
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形成势不
可挡的全民族抗战历史洪流。

不屈的中华大地，写满共产党
人、民族赤子的家国大义——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
安慰你地下的母亲！”东北抗日联军
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与日
军作战被俘，在慷慨就义之时给年幼
的儿子留下诀别信。

“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是
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八路
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
的母亲白文冠，不畏日军胁迫，绝食
殉国。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东
北抗日联军、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发
动和武装人民群众……为着中国人
民的幸福，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和
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抗日力量
中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
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的一群人。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军事思
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舒健说，抗
战期间民众的忧患意识、国家观念、
民族意识被彻底激发，中国共产党支
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推动
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带领全
国人民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

“共甘苦、共生死”：
民族气节昂然“不死”

1938年抗战期间，战地摄影师
罗伯特·卡帕在武汉街头拍下一张照
片，照片上的民众纷纷举起旗帜，其
中一面旗帜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字：

“不死！”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谱写中华民族慷慨悲壮的精神壮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8
月，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随朱
德、彭德怀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
开辟抗日根据地。

“母亲：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
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
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
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
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
到黄河南岸来。”左权给母亲写信
言志。

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敌后
游击战……在 1942 年日寇大“扫
荡”的突围转移战斗中，左权不幸牺
牲。7年后，其母亲才知道儿子已为
国捐躯。

1937年，四川安县。青年王建
堂参军杀敌，他的父亲王者诚为出征
的儿子送上一面白布大旗，旗的正中
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边用小字
写道：“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
血，死后裹身……”

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保卫
战、衡阳保卫战……侵略者每进犯一
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晋察冀、冀
鲁豫、湘鄂赣、鄂豫皖……一个个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让侵略者陷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
部原副部长罗援说，不论过去还是
现在，不论民族救亡还是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敢于胜利、勇于
牺牲的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组织起
来的中国人民，是我们战胜一切敌
人、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所在、力
量所在。

“忠贞不贰的意志”：
英雄气概写就史诗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
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会动
摇。”带着这份决绝，东北抗日联军

第 1 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
宇率部与日伪军战斗在白山黑水
间，于1940年 2月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他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
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
和棉絮。

1941年 8月，日伪军对晋察冀
边区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当
年9月围攻易县狼牙山，担任掩护
任务的 5 位八路军战士顽强阻击
敌人，他们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
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用石块砸向敌
人……最后关头，勇士们宁死不
屈，将枪支全部损毁，纵身跳下悬
崖……

安徽芜湖市赭山上，安葬着中
国远征军名将戴安澜将军的遗
骨。1942年 3月，戴安澜率部赴缅
甸参加远征军抗战。他在给夫人
的信中写道：“为国战死，事极光
荣。”惨烈的同古保卫战中，戴安澜率
部与敌鏖战，以牺牲800人的代价，
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
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打出了国
威。战斗结束后，戴安澜在撤退过
程中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壮烈殉
国，时年38岁。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
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
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
也无违。”毛泽东为戴安澜题赠挽
词，表达对这位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的深切哀悼。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四万万中华儿女以不畏强暴、血
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无比壮烈的东方史诗。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信念赢得“最后胜利”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
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

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
久战。”

1938年 5月，陕北延安的窑洞
里，毛泽东拨开“亡国论”“速胜
论”的迷雾，预见抗战胜利的光明
未来。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
念，在中国大地激发出光复旧物、实
现民族复兴的雄心伟力——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起
抗日根据地，还进行了以新民主主义
为内容的社会改革，成为当时爱国青
年心中的圣地，集合了一群群优秀的
中华儿女；

在云南昆明，建立于抗战烽火中
的西南联大，在铁皮做顶、黄土做墙
的教室里，在一次次凄厉的防空警报
和日寇的轰炸中，培养出灿若群星的
大师、科学家；

1945年9月9日，江苏南京，当
年日军大屠杀劫后余生的市民，以胜
利的狂喜亲眼见证日本侵略者签下
投降书的历史时刻……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中国人民以铮铮铁
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
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伟大抗战精
神，锻造、光耀在决定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历史时刻；在抗战烽火中
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一代代中华
儿女心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
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伟
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记者
屈婷 陈聪）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抗战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