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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瑞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号码

为：330106196912080099，特此

声明。

●海南和诚天下策划创意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达秀猪肉行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1346913，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坡村民委员会

黄家下村村民小组原组长(黄成忠)

印鉴损坏，声明作废。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

东黄流中学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90270008944，声明作废。

海甸岛独栋办公楼招租招商
6000m2办公楼，蔡先生1888927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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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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儋州厂房仓库出租
1.儋州白马井厂房仓库出租，占地
200亩，建筑约2.2万平方米（含办
公楼、宿舍）；2.儋州木棠镇厂房仓
库出租，占地100亩，建筑约2万
平方米（含办公楼、宿舍），另有橡
胶 生 产 设 备 出 售 。 电 话 ：
18689982157。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广告·热线：66810888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人民政府
关于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项目（陵水段）沿
线椰林镇土地征用范围内坟墓迁移的通告

因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项目的建设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印发〈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建设征收征用土地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1〕811号）等文件精神，对位
于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项目（陵水段）沿线椰林镇土地征用范围
内坟墓进行全部迁移，现将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迁坟工作通知如
下：一、坟墓迁移范围：凡坐落在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项目（陵水
段）沿线椰林镇土地征用范围内的所有坟墓。二、坟墓迁移报名
登记：需迁移墓地的墓主，请于2021年9月30日前到所在村委会
申报并核对登记。三、坟墓迁移期限：凡坐落在海南省环岛旅游
公路项目（陵水段）沿线椰林镇土地征用范围内的坟墓由墓主或
其合法亲属办理迁移手续后，请于202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廿
五日) 前自行迁移，逾期不迁移的，将一律按无主坟处理，并统一
组织清理。特此通告。登记点:1.华东村登记点：华东村村民委员
会办公楼，联系电话：13876465560；2.卓杰村登记点：卓杰村村
民委员会办公楼，联系电话：0898-83339660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人民政府 2021年9月18日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记
者董瑞丰 邱冰清）记者从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获悉，截至2021年 9月 18
日，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17404.3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
110084.2 万，其中已完成全程接种

102220.7万人，接种总人数占全国总
人口的78%。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
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
球前列。

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启动以
来，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安

排，创新多样化的服务形式，合理安排
接种时间和接种场地，积极做好沟通
告知、摸底统计、宣传教育，稳妥推进
接种工作。

2020年12月15日，我国正式启
动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2021年3月下旬开始，加快推进国民

全人群免费接种；此后，“一老一小”新
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也稳步推进
……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让疫苗最
大程度惠及群众，尽最大努力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说，接种的人越多，疫苗起到的

保护作用越大，将为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流行奠定基础。

据悉，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立足疫
情防控需要和群众需求，周密组织实
施后续接种工作，进一步提高疫苗接
种人群覆盖面，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我国新冠疫苗接种覆盖人数达11亿
超10亿人完成全程接种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记者王
黎刚）9月19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沙滩排球女子U17组淘汰赛抽签
仪式举行，海南青年一队的杨佳佳/
高紫娜和海南青年二队的范丹妮/陈
丽莎在1/4决赛狭路相逢。这意味
着，海南青年女子沙排队稳获一个四
强席位。

这场“海南德比”无论谁晋级，都
将创下海南沙排队参加全运会的最好
成绩，此前海南参加全运会沙排比赛
最好成绩是第五名。

展望20日下午举行的四分之一
决赛，海南一队的实力强于二队，正
常情况下一队胜算大。不过，在本次
小组赛中，海南二队连克山东一队和

辽宁一队，显示了旺盛的斗志和顽强
的拼搏精神。

在小组赛中，海南青年一队杨佳
佳/高紫娜组合三战全胜不失一局，
高居小组第一闯进八强。在另外一
个小组，海南青年二队范丹妮/陈丽
莎组合3战2胜1负名列第二，也挺
进八强。

沙排女子U17组1/4决赛将上演“海南德比”

海南青年女沙队稳获四强席位

新华社贵阳9月19日电（记者欧甸丘、潘德
鑫）记者从贵州省六盘水市委宣传部获悉，截至记
者发稿时，六枝特区牂牁镇客船侧翻事故已致10
人死亡，经排查，仍有5人失联，实载人数仍在进
一步核实中。事故发生时，该客船存在超载问题。

1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牂牁镇发生一
起客船侧翻事故。截至记者发稿时，共搜救出41
人，其中31人无生命危险，10人救治无效死亡。经
核实，该客船系西陵航运公司8015型客运船，核载
40人，客船驾驶员杨某某已在事故中死亡，船上乘
客主要为牂牁镇学生。由于牂牁江水域宽阔，客船
是牂牁镇沿江学生往返上下学的主要交通工具。

事故发生后，贵州省有关部门共组建17支救
援队伍，出动800余人次、船只50艘，专业潜水员
28人，3台水下机器人、4台无人机进行搜救。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贵州六枝特区发生客船侧翻事故

已致10人死亡5人失联
乘客多为学生 涉事客船存在超载问题

9月19日凌晨，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搜救。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9月19日，第十四
届全运会游泳项目在西
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
开赛。在男子400米个
人混合泳决赛中，浙江名
将汪顺以4分12秒76
的成绩夺得冠军。图为
汪顺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游泳项目开赛

汪顺夺男子400米混合泳冠军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邓海
宁）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19日，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以“游园观景 登
高望月”为主题的2021火山口中秋
喜乐会在海口火山口公园举办，市民
游客在浓浓的节庆氛围中尽情欢度
假期。

当天，海口火山口公园内欢声笑
语不断、热闹非常，潮流乐队的火山

“国潮”演出，以“火山中秋 乡村音乐”
为主题的火山口小型音乐节，以及火

山山歌对唱、火山八音等民俗表演在
园区的环廊广场举办，现场掌声不断、
气氛热烈，驻足围观的市民游客纷纷
举起手中的相机，记录舞台上的精彩
瞬间，最后登场的海南竹竿舞更是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参与体验，将现
场欢乐喜庆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扫码送月饼活
动，免费派发琼式火山月饼，让市民游
客在大饱眼福、耳福的同时，也大饱
口福。

海口市秀英区举办火山口中秋喜乐会

山歌缭绕火山口 特色民俗醉游人
本报定城9月19日电（记者

叶媛媛）9月20日至21日，海南
省南天情慈善基金会将向海口、
儋州、定安3个市县的在琼务工
人员、留守老人、孤儿等群体免费
派送1000盒中秋月饼。

据悉，海南省南天情慈善基金
会计划在海口、儋州两市累计派送
800盒月饼，派送对象为60周岁
（含）以上的留守老人、外地在琼务
工农民工，以及环卫工人。两市派
送月饼的地址分别为：海口市中山
路骑楼老街36号闻香阁；儋州市
文化北路泰安苑小区临街铺面F3
号儋州星河旅行社。有需要且符
合相应条件者也可以上门报名自
取，外地在琼务工的农民工需提供
相关建设工地信息。

在定安县派送的200盒月饼
由文笔峰文化旅游区有关负责人
专程送达，对象为该县10个镇的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据悉，海南省南天情慈善基
金会是一家经海南省民政厅批准
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

千盒月饼免费送
爱心企业暖人心

本省新闻 2021年9月2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检校：张媚 黄如祥A03 综合

海南籍科学家黄明欣
获第三届科学探索奖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第
三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
获此殊荣。其中，海南籍科学家黄明欣榜上有名。

“科学探索奖”是由腾讯基金会出资支持、科
学家主导的公益性奖项，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
术领域，奖励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的、
4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该奖项每年
遴选不超过50位获奖人，每位获奖人将在5年内
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是目前国内金
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计划之一。

黄明欣是海南陵水人，毕业于海南中学，2008
年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香
港大学机械工程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海南提高助学贷款额度

全日制本专科生
每人每年可贷1.2万元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海南日报记者9月18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为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支持力度，进一
步缓解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按照国家助学贷款最
新政策要求，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下简
称“助学贷款”）将从今年秋季起提高额度。

提高额度后，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
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
额度由8000元提高至12000元，全日制研究生
（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
额度由12000元提高至16000元，国家助学贷款
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
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用。即日起，已签订2021
年度合同并需要提额的学生，在与家长充分沟通并
达成一致意见后，可于10月22日前登录学生在线
系统，通过远程身份认证后提交提额申请。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9月18日从我省
相关部门及一些商家获悉，我省积
极做好中秋、国庆双节疫情防控和
保供稳价工作。中秋国庆期间，海
南商家将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通
过产品优化、主题推广、优惠酬宾
等多种方式，活跃消费市场。

我省充分发挥重点保供生产流
通企业骨干作用，结合假期旅游消
费旺的特点，丰富商品种类，拓宽
货源渠道，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保

障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各地商家
纷纷做好商品备货等工作，确保节
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满足
群众节庆生活需要。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我省
各地抓住中秋、国庆消费旺季，聚焦
免税购物、汽车、家电、家居、餐饮、
电商等重点领域，将组织企业参加
我省举办的琼粤港澳美食文化交流
系列活动、第三届海南旅游美食购
物嘉年华，组织开展商旅文体融合、
线上线下结合、城乡区域联动等各

类促消费活动，释放消费潜力。
中秋国庆期间，海南离岛免税

店促消费活动丰富多彩，将为消费
者带来更多的免税购物福利及优
惠。在中免集团旗下三亚国际免
税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免税店、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海口美兰机
场免税店、琼海博鳌免税店，消费
满赠、抽奖、消费赠积分、闪购等活
动将一一推出；正在举行的首届中
免手袋节，将持续到9月 30日，迎
来30余个品牌参与，设有诸多门店

体验活动，购满指定金额还可享受
品牌匠人提供的定制服务；“919美
酒节”将持续进行至10月16日，通
过品牌限时折扣、积分促销等形
式，营造节庆购物氛围。三亚海旅
免税城正在举行“919 海旅囤货
节”，中秋国庆期间一批优惠活动
将在线上线下推出。此外，海南离
岛免税购物更多促消费举措将陆
续发布。

海口望海国际广场中秋期间将
推出线下购物优惠、“月满金秋，乐

动云端”等活动，望海E商城联合抖
音直播开展的品牌专场直播以及线
上大转盘抽奖、云端红包雨等活动
将一一举行；国庆期间，“小丑”巡
游、变脸表演互动、毛笔字书写、编
程机器人大赛等主题活动将开展。

儋州夏日广场中秋期间将举行
冰皮月饼手工活动。海口日月广场
中秋国庆期间将推出系列人气活动
和促销活动，多品类产品、多形式促
销、LIVE表演、趣味互动体验等将
为消费者带来更佳的消费体验。

中秋国庆期间海南商家将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

主题活动多彩 优惠促销多样

关注中秋假期

涉疫地区来（返）琼转“黄码”
可在海口免费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9月18日，海口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针对近期因涉疫地区来
（返）琼致使健康码转黄码的人员，要求各市属公
立医疗机构为其提供免费核酸检测。

通知指出，近期，海口在排查涉疫地区来（返）
琼人员时，对部分重点人员健康码赋予黄码。为
方便群众及时进行核酸检测，各市属公立医疗机
构对这部分人员提供免费核酸检测。

本报营根9月19日电（记者李
梦瑶）又到一年中秋时，又是一年
月儿圆。9 月 20 日（农历八月十
四），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策划
的“雨林人家乐中秋”大型直播活
动将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通过展示热带雨林自然风光、黎族
苗族传统文化，带你近距离领略诗
意雨林的月色之魅。

当天 16 时至 21 时，活动将采
用线上视频实时直播的形式，对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自然风
光进行不间断的多方位展示，并在

主播的带领下走进五指山市水满
乡毛纳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
毛镇什寒村、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
乡罗帅村和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浪论村，赏歌舞、品美食，感受雨
林人家的中秋氛围。

本次直播活动将在海南日报

客户端、新海南客户端、抖音、快
手、央视频、西瓜视频、微信视频号
等7大平台同时直播，旨在全方位
展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自
然与人文之美，为公众开启一扇探
知热带雨林奇观、感受基因宝库魅
力的窗口。

大型直播活动将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雨林人家乐中秋 邀你线上“云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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