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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我司因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各 1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9003747768472K，公司
公章、法人私章各1枚，现声明作
废。
儋州金钥匙凯威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2021年12月8日

遗失声明
海 口 群 仙 大 药 房
（91460000MA5TNDM54D）遗失
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清水湾景业3号三期K2栋 1701
业主白露不慎遗失购房收据，号码
为：0009042、0009725、3000727、
3001529，声明作废。
●海南华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民委员会
原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省万宁市长丰镇马坡村民
委员会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 邢 益 宝 (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2196902142712）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T060076A
的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陈其莲遗失护士执业证，证书编
码：201746001619，声明作废。
●吴神李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本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8402
号，声明作废。
●海斯莱福药业（海南）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证
书编号：N4600201500018，声明
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田头村民委员会
排山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耐迪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合同章已损坏，声明作废。
●澄迈县永发镇排坡村民委员会
彩云村民小组，原彩云村民小组组
长李生彬遗失印鉴一枚，声明作
废。
●五指山市水满乡财政所遗失票
据编码为0108财政非税票收费定
额 2 元 1 份 ，票 号 编 码 为 ：
0046406170，现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金风味杭州小笼包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为：JY24601060075806，特
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进勇万宁后安粉汤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为：JY24601060073087，现
声明作废。
●孙成兰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200846000892，现声
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天天旺副食店遗失
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公告
因承包合同到期，我公司与胡兵，

男（身份证：510402XXXXXXX

X381X）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及

2018年6月12日签订的《员工食堂

承包经营合同》自然终止,其经营期

间（2014年3月24日至2021年11

月30日）所发生的一切债务均与我

公司无关。

海南蔚蓝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债务核销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水务服务中心本

次登报通知共核销两笔债务：

1、昌江圣海建装工程有限公司

2007年1月份海尾水厂供水管道

安装工程质保金14000元。2、海

南蓝怡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2009

年1月海尾水厂水源工程质保金

2500 元。由于拖欠债务时间久

远，债权企业早已注销，现已联系

不到债权企业及债权人。现限期

5日内请有关公司负责人见报后

到我中心进行处理，无联系则依法

进行核销。特此登报。

昌江黎族自治县水务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9日

●定安定城龙禧大酒店现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25MA5T3L2H8D，声明作
废。
●定安定城龙禧大酒店现遗失发
票专用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69025MA5T3L2H8D，声明作
废。
●琼中县黎母山镇坡心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腰子信用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4659601，现声明作
废。
●文昌市东路镇长征村民委员会
竹堆上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3177501，
账号：1006569600000102，特此
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北架村民委员会
北架林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1883001，
账号：1006232000000185，特此
声明作废。
●东方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6887
74289309893，声明作废。
●海南风云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卫
生院遗失社会单位法人证书，证
号：12468845G507781838，声明
作废。

公开道歉信
我们是陈华、林小弟、王勇、李小川、
叶发坚、何庆六，2020年7月，我们
一起违反法律规定，在休渔期使用
禁用渔具出海打渔。我们对自己
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感到十分后
悔。经过法庭的审判，我们已经认
识到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在此我
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向社会公众
公开道歉，希望广大群众以我们为
戒。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会积
极保护生态环境，留下一个绿水青
山的生活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
道歉人：李小川、叶发坚、何庆六、
王勇、林小弟、陈华

2021年12月8日

房产信息
1、海口市龙昆南路华新大厦B段
第 2 层，面积 931.57m2，参考价
12000元/m2，临街，有房产证。
2、潇湘别墅位于海口市机场东路，
面积 361.62m2，共三层，参考价
12000元/m2，有房产证。
王女士：18889996371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减资公告
海南金禾泰供应链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7Y2G7W）经股
东会议决议，投注资本由原人民币
3168万元减至2000万元，原债权
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 南 优 睿 优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91460200MA5T3CKF13）股 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李迎13876667796

● 陈 建 顺 （ 身 份 证 号 ：
460100196407312734）不慎遗失
海口市镇海村片区-滨涯村旧城
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一本，档案编号为:2-
185,登记编号为：0707，现声明作
废。
●海口宝悦机动车驾驶学校遗失
（教练车道路运输证），车牌号：
黄色 琼 A9818 学，运输证号：
460100019687，声明作废。
●海南五谷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富成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2076003，声明作废。
●洋浦天池贸易有限公司因财务
章丢失，声明作废。
●上海明凯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王邦基不慎遗失乡村建设规划
许 可 证 ，证 号 ：乡 字 第
460106202000094号，声明作废。
●陵水文罗巨石工程机械设备租
赁中心不慎遗失公章、法人章（符
伟伟）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两份兽医卫生证书，证书号
分别为：221000003311285001和
221000003527653001，现声明作
废。
●定安鼎泰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
作废。
●钟国勋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
编码：110469003000104，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出售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 12月 21日
上午 10点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按 现 状

“净价”公开拍卖琼AJZ719别克
牌旧机动车一辆，参考价45400
元，保证金 1 万元。展示时间：
2021年12月15日-17日。有意
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17：00前凭身份证件、海南省小客
车指标证明与我司联系了解详情
和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国
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电话：0898-31302088。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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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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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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招租
海口市桂林洋桂高三横路现有
1000m2仓库招租电话13707525351

招租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出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揭
示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
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对推动全党进一步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

11月22日至12月3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
员分赴各地区及有关系统、部门，开展系
列宣讲活动，推动全会精神深入群众、深
入人心。

连日来，中央宣讲团在各地和有关
系统、部门作报告44场，举办各种形式
的互动交流活动30多场，直接听众3万
多人，通过电视直播、网络转播等渠道间
接收听收看人数达1500多万。

紧扣全会精神 掀起宣讲热潮

为推动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热潮，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
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宣讲团。

11月18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在京召
开，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广泛深入开展全会精神宣讲，
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更好用全会精神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增强斗志。

动员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围绕做好
宣讲工作，要求参加宣讲的同志增强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备课，把握
正确导向，回应群众关切，讲好党史故
事，确保宣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1月18日到21日，中央宣讲团成
员在京进行集体备课。大家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学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神，根据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

精心备课，起草撰写宣讲稿，为宣讲做好
充足准备。

紧扣目标任务，一场场高规格的宣讲
活动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陆续开展。

11月1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中央宣讲团首场报告会在这里
举行。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
和高校负责人、理论工作者和各界群众
代表约800人早早就座，现场聆听报告。

在报告中，中央领导同志运用丰富
的史实、生动的案例、翔实的数据对全会
精神进行解读阐释，深入透彻、通俗易
懂，进一步加深了听众对全会精神的理
解与把握。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安排，部分党和
国家领导同志作为宣讲团成员在有关系
统、部门或所在地区进行宣讲。

讲清楚讲透彻过去一年来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讲清楚讲透
彻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历
史意义，讲清楚讲透彻党坚守初心使命
的执着奋斗，讲清楚讲透彻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讲清楚讲
透彻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
革，讲清楚讲透彻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
验，讲清楚讲透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重要要求……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宣讲
方向明确、重点突出，受到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热烈欢迎。

大家纷纷表示，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在宣讲中紧扣全会主题、结合相关部门
地区单位实际，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
性、指导性，下一步要按照党中央部署，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奋力走好新时
代的赶考之路。

深入基层一线 力求讲清讲透

从企业乡村到机关社区，从革命纪
念馆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央宣
讲团成员深入基层单位，围绕广大干部
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宣讲活
动，推动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赣鄱大地，一片红色热土。11月29

日，中央宣讲团成员来到江西宣讲，宣讲
期间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与红色宣
讲员、社区干部群众等交流互动，到南昌
大学与大学生座谈宣讲。在宣讲中，中
央宣讲团成员重点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性
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阐释了“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

“在讲解中如何更好突出党的百年
奋斗的历史经验”“作为社区干部如何进
一步增进基层群众对党的认同”……在
宣讲现场，大家结合自身工作、从不同角
度提问，宣讲团成员紧扣全会精神深入
浅出一一回应。

“这次现场宣讲让我受益匪浅，作为
红色宣讲员，我更要主动作为，用自己的
讲解帮助群众树立家国情怀，让他们在
铭记先烈的同时，传承好、践行好先辈的
奋斗精神。”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周甜
动情地说。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
村，宣讲团成员以“一个主题”“两个确
立”等一组数字串联起宣讲过程，既重点
突出，又生动鲜活。

“我是一名农村老党员，结合全会精
神、针对我们村的发展，您有哪些具体建
议呢？”塔元庄村党员代表赵桂林问得仔
细，中央宣讲团成员答得认真，从村党支
部建设、村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和思路。

“近距离聆听中央宣讲团成员的宣
讲，我感到非常‘解渴’。我要带领乡亲
们把全会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
让全会精神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塔元
庄村党支部书记尹计平说。

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中央宣讲
团成员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把全
会精神传到琼州大地、浸润百姓心田。

“我们党为什么要以召开全会的方
式，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进行总结”“我们该如何处理好精神文
明建设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系”……
面对一个个满怀期待的提问，中央宣讲
团成员结合全会精神和当地实际悉数解
答。大家边听边记，直言收获颇丰。

在中国宝武太钢精密带钢有限公

司，中央宣讲团成员走进车间，与企业干
部职工代表围坐在一起，围绕企业干部
职工在学习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如何激
发干劲，走好科技兴企、人才强企之路等
进行深入交流。

听完宣讲，公司技术质量部副部长
廖席感触颇深：“新的历史决议增强了我
们的信心和工作热情，要把全会精神转
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继续开拓
创新、勇攀高峰，力争解决更多‘卡脖子’
技术难题。”

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重庆、新
疆、福建、贵州、云南、青海、黑龙江、辽
宁、内蒙古等地，中央宣讲团成员围绕党
员干部群众关切开展宣讲，现场互动频
频，大家深受启发。

面向青年群体 点燃奋斗激情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向广大青年群体讲清讲透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是中央宣讲团承担的
重要任务。

在江苏、甘肃、四川、湖北、山东、广
西、西藏、安徽、吉林、陕西等地，中央宣
讲团成员走进当地高校，丰富精彩的宣
讲内容引发广泛热议。

冬日的长沙，寒意渐浓，但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校园内却依然洋溢着温暖。
12月1日下午，中央宣讲团成员来到这
里与师生代表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欢声笑语不断。

决议有什么历史意义？如何推动全
会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师生
代表踊跃提问，宣讲团成员耐心作答。
在热烈的交流讨论中，全会精神在大家
心中生根发芽。

“中央宣讲团成员用精准到位的解
读，让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有了深
刻了解，给我们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学生
邓帅说，作为毛主席母校的学生，要继承
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把个人理想融
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不负青春、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

11月29日下午，浙江工业大学科教
楼，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备课会如期举
行，来自浙江工业大学、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的三位青年宣讲员进行
了试讲。中央宣讲团成员与来自多个高
校的青年宣讲员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青
年理论宣讲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央宣讲团成员的答疑解惑，令我
们学到了不少宣讲方法，帮助我们进一
步深化了理论认识、提升了宣讲水平。”
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
吕帅表示，作为青年宣讲员，将继续探索
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科学阐释全会
精神，用党的好声音凝聚青春力量。

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宣讲凝聚思想
共识，一次次真挚坦诚的交流激发奋进
力量。

“从百年党史来看，三个历史决议有
什么不同？”“如何给青年学生讲清十条
历史经验的内在逻辑？”听了中央宣讲团
成员在郑州大学的宣讲，该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周荣方对全会精神有
了更加清晰的理解。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思政课教师
重任在肩。”周荣方说，“今后，我要不断
创新思政课的‘打开方式’，把六中全会
精神融入教学，帮助同学们牢牢把握人
生航向，自觉把个人梦融入到中国梦之
中，全面提高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政治觉
悟和实践本领。”

在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范——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闽宁镇，与中央
宣讲团成员座谈交流后，闽宁镇青年干
部赵睿深受鼓舞：“中央宣讲团阐明了党
中央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高瞻远瞩和
深谋远虑，更坚定了自己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的决心意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赵睿说，作为一名“90后”
干部，自己将立足本职工作，深入挖掘闽
宁镇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潜力，助力闽
宁镇的农副产品走出去，推动闽宁镇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凝聚思想共识 激发奋进力量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宣讲活动综述

外交部：

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是
服务美国私利、维护美国霸权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董雪 伍岳）针对有报道称，美国计划
在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期间推动建
立“未来互联网联盟”，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9日表示，这是美方将民主政
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又一例证，所
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无关国际公义，
而是服务美国私利；无关全球民主，而
是维护美国霸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美国计划在“领导人民主峰会”期
间，推动就“未来互联网联盟”达成共
识。报道称，“联盟”旨在建立以美国为
标准的“开放、安全、可靠”的互联网秩
序。这是美方期望在“峰会”取得的“成
果”之一，以便更好服务美全球战略目
标和利益。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这是美方将民主政治
化、工具化、武器化的又一例证。美方
推动建立所谓“未来互联网联盟”是美
分裂互联网、谋求技术垄断和网络霸
权、打压别国科技发展的又一例证。美
企图将美方设定标准强加于人，限制剥
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合
作伙伴、发展互联网的权利，阻碍各国
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红利。

汪文斌表示，所谓“联盟”，其实是
新瓶装旧酒，以“民主”为借口对早已
不得人心的“清洁网络”计划改头换
面，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美方口
口声声要打造“开放”的互联网，做的
却是制造对抗、割裂互联网的行径。
美方强推“联盟”，就是企图在国际互
联网供应链、产业链、信息链中植入意
识形态偏见和零和博弈思维，导致严
重市场扭曲，企图以此获得不公平、不
正当的竞争优势，同和平、安全、开放、
合作的互联网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他说，互联网的未来不应也不可能
由少数国家操控。中方反对将科技合作
政治化、以意识形态划线、搞排他性安排
等做法，这不利于应对共同挑战、促进共
同发展，对科技创新有百害而无一利。

“事实再次表明，所谓‘领导人民主
峰会’无关国际公义，而是服务美国私
利；无关全球民主，而是维护美国霸权。”
汪文斌说，美国打着民主旗号进行政治
操弄，只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12月9日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主办的“2021第十二届中国
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以下简称创意
周）在三亚天涯海角红树林度假酒店
开幕。

据悉，本次活动以“创意设计·共
享美好生活”为主题，主要包括赛事、
论坛和展览三大版块。

活动亮点纷呈。旅游创意商品
展包括迪拜世博会海南周活动预热
展台、澜湄特色展台、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展台、创意地图及周边产品展台

等，其中为三亚特设了三亚创意商品
展区，集中展示推广三亚优秀旅游创
意商品。还有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
家作品，全国旅游创意大赛获奖作
品，文创新品及500多个品类参展。
高端展品设计新颖，寓意深远，体现
了极高的艺术价值，文创新品与城市
文化、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透出深厚
海南情结。本次旅游创意商品展集
中展示文化创意优品和旅游创意设
计成果，这也是三亚12月一场重要
的文化和经贸活动。

旅游创意商品展上，海南省妇联、
海南观赏石协会、海南工艺美术师协
会、海南城市职业学院、三亚学院等高
校以展团形式集体参展，彰显团队力
量。本次展会设立了三亚形象馆，推
出地方特色鲜明的三亚旅游产品、文
创产品、三亚好礼和旅游伴手礼、创意
民宿、设计作品等，三亚知名景点景区
40多个旅游纪念品商家参展，精彩纷
呈，是三亚旅游文创产品在创意周的
一次集体亮相。

创意周为众多本土设计人才提供

了交流平台，旅游创意商品展上大学
生和众多创新创业者的设计作品，能
够借助这一平台，更好地落地走向市
场，实现文化、创意、产业三合一，为海
南建设国际设计岛添砖加瓦。

本次活动线上线下一同开展，据
了解，11月19日至20日线上举办的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已圆满结
束，共有近200所院校，500余队参赛
团队，2800名学生报名参赛，规模比
去年增长超20%。12月 10日至 12
日线下举办的旅游创意商品展，参展

规模比去年有所增长。
笔者了解到，活动配套的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将于12月 10日
举办，论坛将围绕“创意提升品牌，
设计引领潮流”为主题展开，引入设
计“外脑”，交流最新设计前沿观点，
紧扣时代主题，挖掘创新观点，致力
于培育本土设计人才，为三亚创意
设计出谋划策，引领三亚创意潮流、
驱动设计时尚，提升海南国际设计
岛人才竞争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

2021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三亚开幕

设计人才云集 精彩创意吸睛

2021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三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