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合格证名称不
同。电动摩托车、电
动轻便摩托车的合格
证名称为机动车整车
出厂合格证；符合新
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合
格证名称为电动自行
车产品合格证

3 车辆识别代号（整车
编码）不同。电动摩托车、电
动轻便摩托车的车辆识别代
号是 17 位，由大写英文字母
与数字组合而成；电动自行
车的整车编码由15位全数字
代码组成，且第5位是车种代
码，用2表示电动自行车。

2 销售发票不
同。电动摩托车、电
动轻便摩托车的属
于机动车范畴，销售
发票为：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电动自行
车的销售发票为：增
值税普通发票

如何区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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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海口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遴选项目

采购需求：海口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遴选项目，一批

不分包，其他详见招标书《用户需求书》。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投标人资格要求：中基协登记合格私募基金管理人，详见招标

书。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1年8月23日至2021年9月3日

（上班工作时间）与招标人联系报名、获取招标文件（逾期后不接受

任何单位报名）。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22日15时00

分，开标地点为海南省海口市海口国家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

会议室，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口国家高新区门户网站》

等媒介上发布。联系方式：联系人：戴磊 电话：0898- 65717107

2021年8月23日

装修设计及造价咨询招标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长城大

厦（国贸路40号）进行装修改造设计和工程造价咨询，诚邀具有
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参与报名。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一）1-7层外立面整体改造设计及工程预算；
（二）1-7层室内办公装修改造设计及工程预算；
（三）负1层地下停车场装修改造设计及工程预算。
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起止时间：2021年8月23日-8月27日
联系人：符经理，联系电话：0898-36688388、18608951933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8月23日

海口市海秀东路万利城商厦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8HN019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海秀东路14号（原18号）万利城商
厦1-3层进行整体招租，该商厦属于海口市繁华地段，人流量非
常大，所属片区已形成成熟的商务区，交通便利，生活配套设施
完善。

一、挂牌底价为4288705元/年租金，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
租赁期限为五年。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二、公告期：2021年8月23日至2021年9月6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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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8月23日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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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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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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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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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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海南省免疫学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0000671086343U）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声
明作废。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延期公告
2021年7月21日,我局在《海南日

报》A11版上刊登的编号为首村

A1号、首村A2号两宗地块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乐自然资公告〔2021〕19号）因

故延期。具体延期事宜如下：竞买

报名截止时间延期至2021年9月

16日下午17时，竞买保证金缴纳

截止时间延期至2021年9月16日

下午17时；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

期至2021年9月16日下午17时，

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21年9月

18日下午16时，其他挂牌条件不

变。特此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2021年8月22日

公 告

遗 失招 租

●黄文芳遗失海南省第二卫生学

校护理专业的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HN2017211830277，声明作

废。

●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不慎遗

失中共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机

关支部委员会公章。特此声明作

废。

●王家金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一本，证号：定府林证字

（2010）第017996号，声明作废。

●王家金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一本，证号：定府林证字

（2010）第017990号，声明作废。

●王成林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一本，证号：定府林证字

（2010）第016972号，声明作废。

●符运江遗失护士执业证书，执业

证书编号：201446000644，声明作

废。

通知上班公告
谢兵：根据海口市劳动能力鉴定办

公室下发的《延长停工留薪期通知

书》，你的停工留薪期已于2017年

9月30日期满终止。自2017年9

月30日开始，我司多次通知你复

工上班，但你至今未到岗。现再次

通知你，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5日内到公司报到，逾期视你为自

动离职，并按规定进行处理。特此

公告。 海口市桥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鱼塘配套设施设备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1年 8月 30日上午10:30在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中心大道70号财政局5楼会议室公开拍

卖：已拆除拆卸的鱼塘配套设施设备一批（详见拍卖文件），竞买
保证金：31万元。拍卖方式：本场拍卖会拍卖标的按照整体、现状、

净价方式公开拍卖，拍卖标的设有拍卖保留价。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8月25—26日。标的展示地点：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港演村委会原港演小学。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年8月27日下午17:00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公司名称：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司地址：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5楼

503室。联系人：邢先生；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2021年8月23日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
平虎）《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为进一步落实“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的工作要求，加强
对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的
管理，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于近日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即日起进一步加
快办理电动摩托车注册登记上牌
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对符合强制性国
家标准并属于国家《公告》管理范畴

的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要
按照机动车管理有关规定加快办理
注册登记，力争在2022年1月1日前
完成存量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
车的登记上牌工作。各车辆管理所
要优化电动摩托车登记办理环节，对
缺少申请材料的可依实际实行有条
件容缺办理。

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遗失
或损毁的，经机动车所有人提供遗
失或损毁的相关说明，可以凭销售
商提供该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发票联复印件并加盖销售商印
章申请注册登记。对《机动车整车
出厂合格证》遗失或损毁的，经机动
车所有人提供遗失或损毁的相关说
明，可以根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签注的“合格证号”，以及摩托车
的“车辆型号”，使用公安交通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办理车辆查验录入。
对《车辆购置税凭证》遗失或损毁
的，且联网无法检查购置税信息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先行办理
车辆注册登记。

我省加快办理合格电动摩托车注册登记上牌

电动摩托车上牌可容缺办理
白沙启动2021年
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工作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人
才工作委员会对外发布消息称，自8月20日起启
动2021年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工作。

据悉，按照“公平公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任人唯贤”的原则，白沙强化引才用才工作机制创
新，印发了《2021年白沙黎族自治县急需紧缺人
才岗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明确急需紧缺人
才认定范围、认定条件等内容。据悉，该《目录》覆
盖卫生教育、建筑行业、旅游业等13个产业领域，
49个岗位目录。

凡是符合《目录》范围的人才，均可申报认定，
且不受名额限制；白沙县委组织部（人才发展局）
对县“单一窗口”人才服务平台转办的申报材料进
行登记备案，并颁发白沙急需紧缺人才证书。

三亚下放城市道路
挖掘许可审批权限
免收道路修复保证金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刘佳）日前，《三
亚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规定（修改版）》（以下简称
《规定》）经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明确将城市道路挖掘许可审批权限下放，并取消
道路挖掘许可申请审批清单中收取道路修复保证
金一项。

在挖掘城市道路的申请资料中，增加了施工
单位资质证明文件和交通组织方案两项。《规定》
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城市道路。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在
施工现场出示醒目公示牌，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
位置、面积、用途及期限挖掘，设置统一规范的安
全围挡设施等八条规定。对于违反规定及损害城
市道路设施的行为，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依法
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
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规定》明确，城市道路挖掘实行“谁挖掘谁负
责修复”的原则。占用或者挖掘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管理的城市道路的，应当按标准向所属
市、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交纳城市道路占用
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三亚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两项费用
的现有收费标准参照1993年8月16日由海南省
建设厅、财政税务厅和物价局制定印发的《海南省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收费管理办法》，当时确定的收
费标准与现在修复的实际费用相比明显偏低。目
前，该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新收费标准，新标
准确定后，两项费用将被调整。

寻访在琼一等功臣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曾华

2014年，在陵水服役7年的他毅
然放弃驻地优越的环境，三次向上级
申请调去三沙工作，终获批复。在三
沙驻守岛礁的日子里，他勤学勤践，乐
守天涯，不畏恶劣环境，出色地完成上
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迅速成为“带兵模
范”。在抗击超强台风威马逊过程中，
为救援遭遇触礁搁浅被困渔民，他跳
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在自己腿部被划
伤的情况下，将渔民一个个送回救援
船。他是原三沙边防支队战士、在琼
一等功臣马坤荣。

8月19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
所镇镜湖村村委会办公室，已转业在
这里任职驻村第一书记的马坤荣向记
者讲述了他的往事，表达了他如今带
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心愿。

克服艰辛乐守三沙

说起三沙，马坤荣从小就与它有着

不解之缘。1990年3月，他出生在乐东
黎族自治县乐光农场，他的父亲曾是一
名老兵，退伍后以捕鱼为业。“曾经，父
亲出海捕鱼多次途经三沙，回来后他经
常向我讲起三沙的岛礁有多美、海水有
多蓝，让我对那里心驰神往。”

2007年12月，马坤荣经过层层
考核，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边防战
士。他被分配到陵水后，凭借自己的
努力付出，很快成为机动中队的带兵
班长。但马坤荣希望到三沙去工作，
先后三次向上级申请。

“当兵！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
去！那里很锻炼人，我相信能够为那
里做贡献。”2014年4月21日，这是马
坤荣一生中最值得难忘的日子，他的
第三次申请得到了总队批复。马坤荣
背上行装，在文昌清澜港登上“琼沙3
号”补给船，开始了自己新的征程。

上岛之初，马坤荣的手、脚和脖子
被暴晒得层层脱皮。为了节约淡水，官
兵们洗澡用的是岛水——平时积攒的
雨水，洗后浑身又滑又黏，还有怪味；用
岛水洗过的衣服，白色都变成了黄色；
为了节约用电，风扇空调都不能随意打
开；在岛上，蔬菜和淡水比黄金还珍

贵。“我来三沙不是来享福的，这些困难
都不是问题！”马坤荣从未动摇爱岛戍
边的决心，更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准备。

马坤荣没有因三沙条件艰苦、气
候恶劣放松自己：单兵队列，即使烈日
如炬，每个动作他都一丝不苟；五公里
沙地越野，别人穿鞋，他赤脚奔驰……
一个月下来，他的皮肤从白变红，从红
变紫，从紫变黑，各个训练科目成绩却
遥遥领先，他也因此被选拔为支队机
动中队带兵班长。

奋不顾身救援渔民

每年三沙的台风防御工作都非常
艰巨，马坤荣经常在台风来临之前及
时深入辖区开展防风工作宣传，帮助
渔民加固房屋，协助渔民将船舶吊上
岸防风。

在2014年的超强台风“威马逊”
过境三沙时，当时在晋卿岛轮班的马
坤荣遇到了人生中最危险的任务，他
冲在了最前面。“在危急时刻，我们是
群众最先想到能帮助他们的人，我们
不冲在前面就会愧对他们。”

2014年7月18日上午，马坤荣接

到报告，琼海 05055 渔船受台风影
响，在晋卿岛附近海域触礁搁浅，船舱
开始进水，26名船员被困海上。

“必须第一时间实施救援，不然可
能有更大的危险！”危急之下，马坤荣
立即组织战友、渔民，顶着大风浪，乘
坐冲锋舟赶往事发海域救援。

救援船只最终抵达距离搁浅渔船
约10多米远的海面，事发海域周围礁
盘多，冲锋舟再难靠近。时间就是生
命！马坤荣将绑有救生圈的绳索套在
身上，跳入大海中奋力朝渔船游了过
去，没过头顶的海浪呛得马坤荣喘不
过气来，他咬紧牙关，将绳索送到遇险
船只上，架起了一条生命通道。

马坤荣将渔民一个个送回冲锋舟
上。渔民们安全了，同行的战士们发
现，马坤荣手上、腿上被礁石划得血肉
模糊。返回岛礁进行治疗后，马坤荣
大腿最深一条伤口缝了8针。

2017年1月，马坤荣由武警边防
部队政治部记一等功一次。

扎根基层服务村民

2019年6月，马坤荣转业回到老

家乐东工作。2020年，马坤荣调到县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工作，在综合岗任
职办事员和保安队队长。

今年6月，县委组织部通知马坤
荣前往九所镇镜湖村任驻村工作队队
长。“这个岗位是我梦寐以求的，可以
扎根基层，帮助老乡们致富奔小康。”

上任后，马坤荣经常入户与村民
聊家常。“我平时都住在村里，如果让
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我坐不住！”工作
中，马坤荣了解到有村民对医疗报销、
办理残疾证等业务不熟悉，他主动帮
忙，到县里去帮助大家办理各种事项。

镜湖八景曾是崖州八景之一，享
有很高的社会声誉。“镜湖有很大一部
分在镜湖村境内，湖清水净的环境适
合发展乡村旅游，我打算进一步规划
利用好我们的旅游资源。”如今，一幅
美丽乡村规划蓝图已在马坤荣心中徐
徐展开。“一方面要将我们的热带水果
产业逐渐做大，让我们村的芒果、龙
眼、哈密瓜、火龙果形成品牌，另一方
面我们要进一步规划民宿，将湖边的
老宅全部利用起来，带动村民致富增
收。”马坤荣说。

（本报抱由8月22日电）

昔日在三沙风浪中奋不顾身救渔民，如今在基层帮助老乡奔小康

马坤荣：展现“90后”的热血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