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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

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
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
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
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
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
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一连串的问
题，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沉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
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
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
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

‘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
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
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
色。”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县委
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虽然
离开我们50年了，但他的事迹永远为
人们传颂，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
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
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
学习。”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只有一年
多，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
碑。大家来这里学习，要深入思考这样一
个问题：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
多，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在焦裕禄
干部学院，习近平总书记同在此学习的兰
考县部分乡村干部学员座谈时指出。

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指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
内政治生活的光荣传统，不论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光荣传
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
变，变了就变了质。同时，我们要立足新
的实际，不断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
手段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善于以新
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更好发挥党内政
治生活的作用，努力在全党造成一个又
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的政治局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
失了革命精神。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
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
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2018年1月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时代是出
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
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
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
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
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胜
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
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
理力量。”

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指出：“我们
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
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

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
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
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
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
会上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
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
壤之别。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因为我
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
洲、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
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
业发展新局面。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要深刻认识自身的责任，时刻保持警
醒，经常对照检查、检视剖析、反躬自
省。”

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
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
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
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
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
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
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
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
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
的强大精神。”

“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
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
是有很深考虑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
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
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
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
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
气神。”

今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指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
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
富。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
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
忠实传人，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
制力，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努
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
代的业绩！”

今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
学习时指出：“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强盛、民
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
神文明的升华。前进道路不可能是一片
坦途，我们必然要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

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决不能丢
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
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
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全党同志
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
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
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
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
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
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
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
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
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
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我们
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
天的95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
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我
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
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
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
奋斗史表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
是天生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锻造
而成的，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
的。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
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
自我革命。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
华正茂，其奥秘就在于具有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能
力。实践证明，只要始终做到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我们党就能永葆先进性和纯
洁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新形
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
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
繁重、更为紧迫。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
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在
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
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
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
心。”

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
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
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历史
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
越复杂，我们就越要从严治党，使党永远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立于
不败之地。”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
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幸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先治
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
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
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
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管
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
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
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
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
情变化的必然选择。”2016年 10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经过几年努
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
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
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
充分表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
心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前进的道
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
石’。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赢
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把
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我们党能够
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
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
盾。”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
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
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
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
命。”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
者见面时指出：“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
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
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
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
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
进步的磅礴力量。”

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全面
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受
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
面临的执政环境仍然是复杂的，影响党
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
复杂的。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重大
而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提高党的建设

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
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定不
移抓下去。”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
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
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
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
本性问题。”2019年 6月24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
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要求全党
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
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
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
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
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
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
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
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当前，同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
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
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
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
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
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
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
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
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
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
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
革命。”

今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
学习时指出：“我们党已经执政70多年，
还要长期执政下去。自我革命精神是党
的执政能力的强大支撑，什么时候都不
能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坚定决
心和顽强意志开展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
大自我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我
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影响党的先进性、弱
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党
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
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而复杂的，
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
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
锐而严峻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增
强忧患意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
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全党同志
要严于律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勇于正视自己存在
的问题，及时纠正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偏
差，防止自身退化变异，始终做一名合格
的共产党员，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作出应有的努力。”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
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
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

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
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
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
领导核心！”

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
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
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
键所在。

“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
过一段名言：‘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
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
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
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
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
喊看齐。’毛主席说，看齐是原则，有偏差
是实际生活。这是很深刻的道理。”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常喊看齐
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
验。只有经常喊看齐，只有各级党组织
都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
偏，使全党始终保持整齐昂扬的奋进状
态。”

“实践证明，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
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
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
阻。”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上。要教育引导全党
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
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
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
备会议上说：“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
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
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

“今天，我们党更大了，党的队伍更
大了，党的事业更大了，我们肩负的责任
也更大了，人民对党的要求也更大了、更
高了、更严了。”今年6月25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鉴往事，知来者。回望过往的奋斗
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把党的历史学习
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
扬好，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
江山守护好、建设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创
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
民的新业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
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
锐意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为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海南达琪车友会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
私章（王敦达），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海垦工程机械服务公司遗失
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9365034-8，声明作废。

●李辉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319871210781X，现特
此声明。
●海南金轩房地产经纪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定安定城财政所遗失由中国人
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一
张，核准号为：Z6410000879502，
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金海汽车配件店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证号:
124688770082535639，声 明 作
废。
●申忠梅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城
镇城北新区纵二路东侧万宁国瑞
城A-6号楼1单元1602房不动产
权证，证号：琼（2019）万宁市不动
产权第0014120号，声明作废。
●孙宝荣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县英州镇碧桂园珊瑚宫殿二期碧
云天三街1座（幢）18层1809房不
动产权证，证号：琼（2019）陵水县不
动产权第0004148号，声明作废。
●文昌市锦山镇罗民村民委员会
百宅南村民小组公章遗失，现声明
作废。
●海南省拳击协会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弘元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原海南海钢公司内退职工王利平
（身份证：3301****4069）、王广凡
（身份证：4600****0819），因工作
需要，公司曾多次向您致电并上门
走访，均无法与您本人取得联系。
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11月
30日内到我司报到。如未按期报
到，我司将暂停发放您的内退相关
费用和暂停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的
缴纳（存）。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变卖公告
我局定于2021年11月9日上午九
点在琼海海警局按现状净价公开
变卖:扣押的一批渔获物,重量约
为10000公斤(具体以交接出库称
量为准),竞买保证金1万元。展
示时间:2021年 11月 6日-7日,
看样需提前预约。有意竞买者请
于2021年11月8日18:00分前缴
纳竞买保证金并携带相关证件到
我局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南省
琼海市嘉积镇万泉河金贸区8号
路 6 号。电话:13518851570,陈
警官。

琼海海警局

减资公告
海南君诚贸易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100MA5T5MJX04）经 公
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金人民
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赫麒德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GA38M）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赫楷桂梵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8MA5TUG8X05）经 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减资公告
琼海兴茂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2MA5RH03

M2N),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500万元减少到人民

币1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口聚昌隆大酒店遗失公章，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129464-
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嘉泰发展公司遗失公章，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28397634-
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太发展（海南）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A8YPXT34；公章、
法人章（周冠敏）、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太（海南）航空旅游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A902N48P；公章、
法人章（周冠敏）、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四卫生学校（原名称：
海南省农垦卫生学校）遗失海南省
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凭证(第二
联），号码为：5131363，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关于撤销(99)市证内字第151号
和(99)市证内字第152号公证书的

决定
(2021)椰城撤字第1号

因(99)市证内字第151号《房屋抵
押借款合同》公证书和(99)市证内
字第152号《委托书》公证书系他
人假冒周旭莲,提供虚假材料恶意
申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
法》第三十九条和《公证程序规则》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我处决定撤销(99)市证内字第151
号《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公证书和
(99)市证内字第152号《委托书》公
证书,该两份公证书自始无效。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1年11月3日

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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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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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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口方楦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XCCF4K）经 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口千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XBNH8K）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巩素琴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717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5043，金额：
162192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老工匠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吴丽华遗失琼B5368挂（黄色）的
道路运输证，证号：琼交运管三亚字
460203001472号，声明作废。
●吴丽华遗失琼B32783（黄色）的
道路运输证，证号：琼交运管三亚
字460203001468号，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天山村民委员会
天塘村民小组遗失农村商业银行
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412101，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城西社区居委会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联创高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委会大兰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儋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西联信用社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20214601，现
声明作废。
●东方市海发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