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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文昌艺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海南天足道足浴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锐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万宁市金椰子产业发展协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06MJP3080772，声明作废。

●八所国际海员俱乐部遗失座落

于东方市八所镇解放路南侧的房

产证，证号：东房字第127号，声明

作废。

●邢日随遗失乐东黄流易佳手机

店开具的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02007541，金额：10000元，声明

作废。

●陵水三才正和酒店用品店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7550501，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

员会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博鳌国医汇暨赛再生医学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2MA5T6BC87Q)在银行

预留印鉴卡上的文家茂个人名章

遗失，现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闽华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0003594，声明作废。

●海口金盘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号牌为琼A2996学（黄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

号：琼交运管海口字460100069255

号，声明作废。

●海口金盘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号牌为琼A8138学（黄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

号：琼交运管海口字460100081809

号，声明作废。

●海口金盘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号牌为琼A6266学（黄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

号：琼交运管海口字460100069151

号，声明作废。

●谢俊昌遗失坐落海南省陵水县

英州镇土福湾度假区顺泽·福湾

B3-5 房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7）陵 水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063号，声明作废。

●郑淑玉遗失座落于陵水县椰林

镇建设路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陵国用（椰）第12529号，声明作

废。

●郑淑玉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椰林

镇建设路腾达商住楼房屋所有权

证，证号：陵房权证椰林私字第

8368号，声明作废。

●海南华富隆矿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张伟利拟继承张联甲、李戎夫妇遗
留的坐落于海口市海甸海景路99
号海景花园3D型109房[产权证
号 ：海 口 市 房 权 证 海 房 字 第
HK026277号]，如有异议，请即日
起七日内向本证处提起。联系人：
张公证员，电话：68563965。

公告
海南省壹陆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美珠、薛恩养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130、1131号），现依法
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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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523285），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2年1月5日上午9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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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

公示
我处受理王家华、王宜生等人申请
办理登记为王亚生、王先美（被继
承人）位于陵水县三才镇毛岭石灰
灶坡地土地使用权的曾用名、继承
权公证，《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陵国用(三)字第035号。王宜生称
其曾用名为王亚生、郑先美曾用名
为王先美。现在世的法定继承人有
王家华、王蓉、王小莉、王宜强、王
宜生。凡对上述遗产继承有异议
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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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

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定于2021年11月26日（星

期五）上午10时在海口市琼山大道

南海佳园1单元8层1081室召开

有关公司股权变更及公司地址变

更等事宜的全体股东会议。请全体

股东务必准时参加，若届时未到，

视作同意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海南华盛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召开股东会决议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海口知行创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05637524X7），定于2021

年11月30日上午9点在海南省海

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

心C栋中税众创空间2302395号

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的议题

为：公司变更地址事宜。未按时出

席会议的股东，视为自动放弃表决

权，请各位股东准时参加。联系人：

杨华君，18976642005。

海口知行创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声明
澄迈绿色环保材料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号：469027000014121）于

2013年6月24日成立了清算组，

现因公司业务需要，经公司会议一

致决定解散清算组，终止清算，特

此声明。

注销清算公告
海口禧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2936802996）经股东研
究决议解散，现拟向工商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逾期视为弃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3976737968

减资公告
金水葫芦（海南）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EYK4W）拟向
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叁仟万
元减至壹佰万元整，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南良实业有限公司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人民币6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整，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光音科技有限公司（代码：914
60000MA5TU7WT6C）决议将注
册资本由9143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91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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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美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2681168
473G)，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20720万元减至人民币2072
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898-62778699

注销公告
海南省儋州市机电排灌总站（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468873G50408
019H）经主管单位决定，拟向单位
登记机关儋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前往本单位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刁子珂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22094，金额
47,094元；专项维修基金收据，收
据编号：雅恒0029049，金额6585
元，声明作废。
●王嘉炜遗失海南和融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融创金成博鳌
金湾悦海洋房11#2-202房认购
书红联，认购书编号：0003366，特
声明作废。
●儋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儋州市儋阳楼工程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编号：
469003201410110101，现特此声
明。
●陈凤雄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罗带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6030
号，声明作废。
●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琼儋渔19116渔业捕捞许可证
书一本，证书编号：（琼儋）船捕
（2018）HY-200009号，现声明作
废。
●刘武科遗失渔业船员证书一本，
证书编号：460029197301014667
号，现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圣佳食品经营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7MA5TEL655G，声
明作废。
●海南在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公安局福山派出所刘聪
遗失警官证，警号为：120345，声
明作废。
●何白玉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
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161000元收
据一张，收据编号:0002368,开具
时间2014年12月24日，特此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昌乐园壹加壹幼
儿园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公
章编号：460100578710711，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办学许可证注销公告
海南海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办学
许可证 246010270000629)决定
向审批机关申请终止办学。请还
未与学校办理相关善后事宜的有
关人员，自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
到我校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
13651314421 联系人：张熙。
特此公告。

海南海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公告
2014年海南省国家税务局数据处
理中心（含老城分局综合业务办
公用房）项目道路施工工程，该项
目实际施工负责人是：黄卓廉，身
份证号：440822196811011434。
目前该项目已竣工验收并通过第
三方最终审计。现通知凡与该项
目有关欠付工程款、材料款、农民
工工资等债权单位或个人，请于
公告之日起 45天内请速前来办
理清算支付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施工负责人：联系电
话：0791-88111295

2021年11月12日

吸收合并公告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拟吸收合
并全资子公司海南中海石油塑编
有限公司。合并后海洋石油富岛
有限公司存续，海南中海石油塑编
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各方债权债
务均由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承
接。为保护合并各方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
内，合并各方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联系人：张玉英。联系方式：
13627569959。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海南中海石油塑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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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
万宁兴隆零售商业土地，合作开发
或转让部分股权。13158995996。

项目合作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方米经营商

铺，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低

价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转 让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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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
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

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今
林州市）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历时十
年，绝壁穿石，挖渠千里，将“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精神之旗插在太行山巅。

红旗渠在太行山上蜿蜒流淌至今，
它是滋润百姓的“生命渠”，是催人奋进
的“幸福渠”，更是永不断流的“精神渠”。

“生命渠”滋润心田
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林州，山多

水少，缺水是千百年来最深、最痛的记
忆。在县志上，“大旱、连旱、凶旱、亢
旱”等字眼频现。

缺水久矣，盼水心切。尽管人们
曾经努力，但缺水历史并没有终结，直
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因打翻水桶
而自责上吊。31岁的县委书记杨贵
站了出来，多方考察后，县委决定从山
西平顺县引浊漳河水入林县。

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策。杨贵
不仅面临工程技术上的考验，还面临
政治前途上的风险。

“我们可以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这
样我们的乌纱帽肯定保住了，却战胜不
了灾害，遭殃的是人民群众。”掷地有声
的话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

为民修渠，赢得百姓的支持与拥
护。县委征求意见时，林县百姓说：

“国家没钱，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成，
这是祖祖辈辈的大事。”

“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当绒
毡。高山为我放岗哨，漳河流水催我
眠！”红旗漫卷太行，人人斗志昂扬。上
无寸物可攀，下无片地可立，人们腰系

缆绳，飞荡峡谷开山炸石；物资短缺，农
民自带工具干粮，自制炸药石灰。

宁愿苦干、绝不苦熬。10万建设
大军苦干10年，硬是用双手“抠”出一
道长1500公里、被世人称之为“人工
天河”的生命长渠。吃水问题得以解
决，数十万亩耕地得到灌溉，一泓清水
流进百姓的心田。

“幸福渠”催人奋进
林州人骨子里是不甘落后的，红

旗渠让他们的脊梁挺得更直。

当年修渠，有一首为小推车所作
的歌：“山里人生性犟，后面来的要往
前面放。”意思是大家一起推车，歇脚
时，走在后面的人一定要把车放到前
面才停下来。

修渠10年，一种逆流而上啃下硬
骨头的劲头，融入了人们的血脉。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红旗渠全面
建成。那是1969年7月，刚结束十年
奋战的人们豪气干云。耳濡目染下，
他继承了太行山石般的坚硬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16岁就外出打

工。他吃苦耐劳，勤学好问，19岁时成
了瓦工班长；21岁，当上管理工人的工
长；26岁，他成立建筑公司独当一面。
2012年，张益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
万泉湖景区，开始新的奋斗。张益智
的经历是千千万万林州人的缩影——

上世纪60年代“战太行”，人们用
双手挖出千里生命渠；

上世纪80年代“出太行”，10万
大军在全国打响建筑金字招牌；

上世纪90年代“富太行”，带着赚
回的第一桶金，林州人回家建厂开工，

富裕家乡；
新世纪里“美太行”，林州转变发

展思路，走向低碳环保经济。
今天，林州打赢脱贫攻坚的硬仗，

实现全面小康的梦想，走上了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今，林
州百姓已不再为饮水而担忧，中国人民
已不再为温饱而发愁，但默默流淌在太
行山上的“幸福渠”，将一直见证中华儿
女团结奋斗、追求幸福的努力。

“精神渠”永不断流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很多到过红旗渠的人说，
最难忘的是水中闪闪发亮的精神。

曾经，修渠人把生命与水渠融为
一体；如今，每个人用自己的拼搏抒写
新的故事。

2013年，55岁的王生有面临一
个选择。担任盘龙山村党支部书记
20多年的大哥王自有，在为村里修路
奔波的途中突发心梗病逝，村里的

“天”塌了。王生有常年在外做生意，
因车祸失去一条手臂。乡亲们想让事
业有成的他回村接任村支书。

回，还是不回？作为党员的王生有，
扛起了全村人的期盼。经过多方奔走和
努力，他带领乡亲们将坑洼不平的土路
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并继续绿化荒山，
种植花椒、核桃、中药材，不仅使特色产
业更红火，也为发展旅游打下基础。

一切为民者，民则向往之。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红旗渠，

既是历史的答案，也是时代的航标。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

于文静 韩朝阳）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红旗渠精神述评

游客在河南林州红旗渠分水闸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安蓓）近日我国迎来强降温寒潮天气，
部分地区出现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
对煤炭生产造成一定影响。记者11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目前主
要产煤区寒潮已基本结束，全国煤炭
产量快速回升。11月7日至9日调度
日平均产量达到1175万吨，已超过寒
潮前几日平均生产水平，其中11月9

日产量达到1182.5万吨，为近年来第
三高位。

据了解，受寒潮天气影响，11月6
日全国煤炭产量跌破1100万吨，日产
量下降100多万吨。国家发展改革委
督促晋陕蒙等煤炭主产区科学合理组
织生产，加强安全管理，加快恢复生产，
最大限度减少寒潮对稳产增产的影响。

产运需各方积极应对恶劣天气给

能源保供带来的影响，铁路、公路、港
口主动采取预防和应对措施，全力增
加电煤供应，寒潮对电煤运输的影响
正在逐步消除，电厂存煤水平继续提
升。11月9日，全国统调电厂供煤大
于耗煤再次超过150万吨，存煤突破
1.2亿吨，较10月底增加超过1200万
吨，可用天数提升至21天，发电供热
用煤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记者樊曦）“双11”来临，各大电商
平台销售火爆。铁路、电力等部门
优化运力投放，强化安全管理，积极
保障电商购物节，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

为确保电商快递快速进站上
车，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向快
运公司提供“双11”货物临时分拣、

中转作业场地及快速进站通道。中
铁快运济南分公司推出生鲜食品冷
链“冷鲜达”、医药冷链“定温达”、冷
链“定时达”等服务产品。

服务“双11”，电力部门在行动。
国网山东嘉祥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
员，强化对当地“淘宝村”供电线路和设
备的巡视保障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用
电安全隐患，确保电商企业用电无忧。

国家发展改革委：

寒潮后煤炭生产快速恢复
铁路、电力等部门：

积极保障“双11”电商购物节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王艳刚 孙
蕾）在11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庞星火介绍，10日23时至11日11时，北京新增6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

确诊病例1现住朝阳区来广营乡华贸城，为中
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员工；确诊病例2为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员工，
10月28日自大连来京开会，10日作为吉林省通报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确诊病例3现住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C
区，为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太阳宫）员工；确诊病
例4现住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C区，为确诊
病例3的丈夫；确诊病例5现住海淀区西三旗街道
富力桃园C区，为确诊病例3的婆婆；确诊病例6现
住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C区，为确诊病例3
的公公；无症状感染者现住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
桃园C区，为确诊病例3的女儿。

北京市提示，请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或活
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工作单位、居住酒店报告，并配合落实防控
措施，尽快进行核酸检测。

大连新增11个中风险地区
据新华社大连11月11日电（记者张博群、

郭翔）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11日发
布通告，经辽宁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同
意，大连新增11个中风险地区，其中大连庄河市
9个，大连市甘井子区2个。

至此，大连市共有中风险地区24个。

成都紧急建成6个
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

据新华社成都11月11日电（记者董小红）
11日晚，成都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何晓介绍，
面对疫情考验，成都市在现有223家核酸检测实
验室的基础上，紧急建成了6个移动式核酸检测
方舱实验室，不断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北京新增6例本土新冠病例
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

11月11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
桃园C区附近的道路上，工作人员为封闭社区内
的居民运送物品。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