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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露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462221020086，特此声明。
●王传英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6200310013014，特此
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
红星村民委员会不慎遗失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园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40106，声明作废。
●李彬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20020030217187X，特 此 声
明。
●海南宝德石材园艺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合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备案（王重军）法人章，声明
作废。
●蒋旭升遗失房产证一本 ，房产
证号为：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302393号，声明作废。
●陈海桃不慎遗失准迁证一张，准
迁证编号为：00773090，声明作
废。

●海南创宏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国兴大道华夏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0340802,
现声明作废。
●纪海山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红荣村委会11队的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0)2409号，声明作废。
●海南陵水绿洲果蔬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皇桐镇潭楼村委会龙青村民小
组遗失海南临高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皇桐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22557601，现
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机关幼儿园工
会委员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昌江河北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25780702，声
明作废。
●定安县黄竹镇规划建设管理所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正本一本），事证第
146883500200号 ，声明作废。
●海南泓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Z6410000071602，声明作废。

●刘元生遗失座落于五指山市三
月三大道4号（山水绿世界）第3幢
2-905房的房屋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18）五指山市不动产权
第0001159号，声明作废。
●刘爱芹遗失海南新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四季康城二期
C 区 11-1-1503 的购房收据二
张：1. 开票日期：2017 年 10 月 6
日，金额：50000 元，收据号码：
XRF—0010426。 2. 开票日期：
2017年10月13日，金额：582712
元，收据号码：XRF—0010528。
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椰海社区
企业联合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1460106MC611677XY，声明作
废。
●周玉英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42-1303房购房相关收据2张，
编号 HNHK0010904 房款，编号
HN0014597房款，声明作废。
●洋浦经济开发区羽毛球协会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Z6410000071402，声明作废。

声明
声明人王宇瑶，于2016年 7月与
其他投资人合伙成立海南龙之海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人为：陈忠
权。王宇瑶合计持有公司30万股
股票，占总公司股本 10%。自
2017年底以来，因海南龙之海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其他合伙人及法
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公司处于无
人管理状态。为了减少损失及防
止产生异常影响，王宇瑶现声明自
愿放弃持有海南龙之海水产养殖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并退出股东名
单，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如果公
司后期发生任何经济纠纷，均于我
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宇瑶
2021年10月9日

临街国兴一号商业楼招租
共三层，总面积4000m2，分别有
100-1500m2，可整租或分租。地
址：海口市青年路与海府一横路交
叉路口。电话：13078999940、
18976772420、13016213590。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米经营商铺，

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低价

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儋州海头百顺水产养殖场（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0400MA5T72J66H）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遗
失财政票据领购证，证号：省
00299，声明作废。
●文昌东阁林明强综合三门市部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14690050021530，声
明作废。
●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刘宴辰律
师于2021年10月11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198610170769，流水号为
10934644，特此挂失声明作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秀英支行零余额账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6410001259502，账
号：46001002137058000005，声
明作废。
●金利琴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25栋联排别
墅6栋102房购房款票据1张，收
据编号 XHA：0003127，金额：
8190元，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转 让

认婴公告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迪格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符超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
第57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
字〔2021〕第 624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
4 号 ， 联 系 电 话:0898-
66595571），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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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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声 明

寻人启事
寻谈小江、谈小阳兄弟，见报速与
妈联系15396069316。

寻人启事

减资公告
海南省万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经
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人
民币减少至1000万元人民币，债
权债务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19年7月4日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

溪镇新桥路口捡

拾，当时女婴刚出

生。女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

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

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898-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10月11日

减资注销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京坤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公 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北京市第一水利工程处的申请于

2020年12月11日裁定受理海南京坤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4月12日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为海南京坤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海南京坤房地产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1月26日前，向海南京
坤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海南省
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路海悦东方二层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联系

人：林志强律师；联系电话：13519898433）。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支
付补充申报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京坤房地产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京坤房地产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京坤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10月12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高清辉（身份证号：445224197901221514）：

你因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2020年12月10日被本机关查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1年 9月 30日作出罚款
30000元的行政处罚。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陵综执（交运）罚字〔2021〕123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你应当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 ，账 号 名 称 ：陵 水 黎 族 自 治 县 财 政 局 ，银 行 账 号 ：

46001005736053000853-0030，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可以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
本数。如不服处罚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县司法局受理)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10月12日

联系人：陈兴钊 联系电话：13976154727
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化路259号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1日就一架俄罗斯飞机失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飞机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对
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就俄罗斯飞机失事向普京致慰问电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
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
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在纪念辛亥革
命 11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
转的历史大势，指出“两岸同胞都要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
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强调“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
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心愿，是中华民

族根本利益所在。孙中山先生始终坚定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
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
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
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
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
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他强调：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
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
受害。”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
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
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
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
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
驱的伟大抱负，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和平方式
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
方式。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
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中国梦是两岸
同胞共同的梦，民族复兴、国家强盛，
两岸同胞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两岸同胞要
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
的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
是历史逆流，是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
的光荣传统。‘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
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台独”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
台海和平稳定，只会给两岸同胞带来祸
害。历史充分证明：凡是数典忘祖、背
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
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
判！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
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
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

来。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
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
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
来可以开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新征程上，
两岸同胞、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担
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进程，形成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
业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
统一大业，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
11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第40-
41期在权威栏目——“治国理政纪
事”专栏中刊发了记者陈燕采写的报
道《习近平总书记的尊老敬老情怀》，
记述习近平从地方到中央一以贯之的
尊老敬老理念，展现习近平总书记的
尊老情怀、敬老实践、爱老风范、助老
部署。摘要如下：

九九重阳。在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孝亲敬老，是善德之先。

“古人讲，‘夫孝，德之本也’。自
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这样讲述他心中的“孝”与尊老敬老
传统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的书架上摆放着两
张照片：一张是他推着轮椅上的父亲
习仲勋，和家人走在一起；另一张是他
牵着母亲齐心的手，陪她散步。尽管
公务繁忙，每当有时间和母亲一起吃
饭，饭后习近平都会拉着母亲的手散

步，陪她聊天。
小孝孝于家，大孝忠于国。敬老

尊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身体力行。
1984年12月7日，时任河北正定

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在《人民日
报》发表署名文章，主题就是尊老。

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在正定工
作期间，只要不出城关就骑自行车，而
把正定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配
给了老干部使用。

……
担任总书记后，在赴地方考察中，

习近平一次次走进乡村、社区、养老机

构和养老服务站，与老人们亲切交流，
叮嘱要给予他们更多关心。

身体怎么样？医疗保健怎么样？
饭菜可不可口？住在这里交多少钱？
对敬 老院的服务和生活满不满
意？……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每个问
题，看似细小，却都是关系着老龄事业
发展的大事。

出台推进养老服务业纲领性文
件，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印发到本世纪中叶我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

合性、指导性文件……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
下，一整套面向未来的“中国式”养
老方案清晰可见。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
习近平总书记“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的尊老敬老情怀，给全党作
出示范，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风
尚，让孝亲敬老这一中华传统美德
滋养亿万中国人的心灵，着力使全
体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安享稳稳
的美好与幸福。

《瞭望》刊发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尊老敬老情怀

外交部发言人
就核潜艇事故三问美方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王宾）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11日敦促美方尽快对近日发生
的核潜艇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
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俄罗斯
军事专家科诺瓦洛夫就10月7日美国核潜艇发
生撞击事故发表评论指出，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
的船舶和潜艇经常与各类物体或民用船只发生碰
撞，也造成过人员伤亡，其专业性屡遭批评。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俄方人士表达的关切。此前，中
方也对碰撞事故表达了严重关切。”赵立坚说，此次
事故发生后，美方时隔近5天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
详的声明。这种不负责任、拖延遮掩的态度更令国
际社会对美方意图和事故细节产生怀疑。美方有责
任说明事故详细情况，并解释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美方核潜艇事故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二是事故有没有造成核泄漏、破坏海洋环境？三是
事故会不会影响事发海域的航行安全、渔业作业？

“美方应采取负责任态度，尽快对此次事故作
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
交代。”赵立坚说。

国台办：

坚决反对台美之间
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日前，美国《华尔
街日报》、英国《经济学人》称，美军已秘密驻台一年
有余，岛内媒体炒作。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
对此应询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进行任何形
式的军事联系。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他还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勾连外部势
力谋“独”，“以武拒统”，是打错算盘，逃脱不了失
败的下场。

我国新发现一颗彗星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中

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国际小行星中心近日最
新发布了该台刚发现的一颗新彗星C/2021 S4
（Tsuchinshan）（Tsuchinshan为“紫金山”的威
妥玛式拼法）。这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
第7颗彗星，也是第5颗以“紫金山”命名的彗星。

彗星是太阳系中的重要天体，其“体内”封存
了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大量原始信息，对研究太阳
系的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赵海斌表示，此次新
发现的C/2021 S4（Tsuchinshan）是一颗运行
在外层太阳系的远距离彗星，到太阳的最近距离
超过10亿公里。“它的轨道是个非常扁的椭圆，偏
心率达到0.938，轨道周期超过1000年，是一颗非
常典型的封存了太阳系早期信息的天体。”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介绍，目
前该彗星正朝着接近太阳的方向运动，再过2年
多时间将会来到近日点，届时是公众一睹其“芳
容”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