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0日，印度南瓜新品种、
新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海尾镇白沙村举行。图为众
人在参观印度南瓜新品种。

自2020年起，省农科院蔬菜
研究所对高品质、多抗性的丰产小
型印度南瓜新品种进行筛选鉴定，
并研究优化栽培技术，最终试种成
功。该新品种2022年在海尾镇进
行推广，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昌江海尾镇：

印度南瓜新品种来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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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立飞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M
HDA37）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和
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大亨地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000608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各一本，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文昌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个体私营企业

协会遗失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25780707030R，声 明 作

废。

●胡瑛瑛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一

本，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3

栋 1602 房，合同编号为：FA·

0000812，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民委员会

敦茶村民小组原公章破损变形，现

声明作废。

●琼中县上安乡什错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琼中县联社上安社基本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33596501，现声明作废。

●欧晓敏（于2022年1月14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419890405032X，特 此 声

明。

●冯家驹、冯家声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

字第469005202000244号）对应

的报建方设计案文本，特此声明。

●林建辽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246000762；护士资格

证书，编号：11274322，声明作废。

●海南三汇教育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 詹 冲 （ 身 份 证 号 ：

460200198208165334）遗失海口

市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

议，现场编号：AA153-702，登记

顺序号：1584，声明作废。

● 詹 冲 （ 身 份 证 号 ：

460200198208165334）遗失海口

市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商

业用房协议，现场编号：AA153-

702，登记顺序号：1584，声明作废。

●东方润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号为琼D6955挂（黄色）道

路运输证，证号：469007061148，

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麦子家服装店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人民政

府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000401，声明作废。

●殷士恩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九所镇龙栖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温

泉一线海景公寓13栋2单元1406

房 ，房 屋 产 权 证 号 ：乐 字

SPF201604050号，现声明作废。

●中交（琼中）五指山旅游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工会不慎遗失工行琼

中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40317901， 账 号 ：

2201026709200096577，声明作

废。

●儋州同利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49754901， 账 号 ：

2201026009200083011，特此声

明作废。

●周仕豪遗失海南保亭闽庄园房

地产有限公司庄园御景9栋813

号 房 购 房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0009664，金额：300000元，声明

作废。

●海南金路良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汇交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
5U0NDX9H）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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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万宁礼纪莲花燕晖联通专营店不

慎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公司资金往来（暂收，

暂付）专用收据 20 本，票号：

44472001～44472500；4447250

1～44473000，特此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陈中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01〕

字第087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小吉 2022年1月14日

遗失声明
陈玉燕（身份证号码：460034198

401030063）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陵水黎族自治县

清理非农业用地办公室）于1988

年9月9日开具的《处理私人建房

用地补罚款通知》一份，特此声明。

遗 失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三亚市旅游实业开发公司
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照华已将其
拥有的对债务人黄映影和担保人
王克机的全部债权及从权利整体
转让给林华跃，并2022年1月10
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自转
让之日起林华跃取得行使债权人
的一切权利，有权要求债务人和担
保人清偿并承担偿债责任。
特此公告。

三亚市旅游实业开发公司
刘照华

2022年1月10日
关于终止《宝控首府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的公示
2019年7月1日，儋州天易实业有
限公司与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
就宝控首府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后因儋州天易实业有限公
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儋州天易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工程已
经停工。2021年12月27日，汕头
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与儋州天易实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签署了《终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现予以
公示。

儋州天易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月14日

典 当

公 告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琼山希悦阁美容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符留尾与你单位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1364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
等，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66783032），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2年3月21日下午2点30
分在本委仲裁庭审理，如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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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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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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共享办公空位招商
联系电话：18308907533。

招 商

减资注销

广告·热线：66810888

通告
我行定于2022年1月16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升级，16日

凌晨4：00～7：30期间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停止对
外服务，16日凌晨4：00～4：02以及6：00～6：15期间我行所有业
务均不能办理。

系统升级后如果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请通过短信

或电话方式咨询95588。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22年1月15日

陆方、海南省亿万嘉超市有限公司等：

贵方承租本人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F幢地下一

层房屋应依法按约向我支付房租。贵方截至本月底已欠租四个月，

已构成违约，本人现根据《民法典》第563条等规定通知贵方：即日起

解除上述房屋的租赁合同及其所有补充协议（含双方/三方等所有形

式变更协议或补充协议）。请贵方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五日内前来

办理合同终止的结算事宜并腾退房屋，逾期我方则依法处理。贵方

承租期间若涉分租转租等任何形式让渡部分房屋使用权，则请贵方

自行妥善处理与实际使用人的关系。

出租人：王金平 2021年12月30日

通知

我省召开2022年
“扫黄打非”工作部署会
营造清朗文化环境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朱光耀）1月14日，海南
省2022年“扫黄打非”工作部署会在
海口召开，传达学习第三十五次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表彰2021年全省“扫黄打非”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总结工作，部署任务。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
年，全省各级“扫黄打非”部门全年共
查缴违法出版物4万余件，注销违规账
号2.3万余个，整治清理网上有害信息
逾38.6万条；共立案查处行政案件158
起、刑事案件16起，其中包括全国“扫
黄打非”办公室挂牌督办案件3起。

会议要求，2022年全省“扫黄打
非”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工作这条主
线，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风险意识，及时部
署、精准研判、严格管理，严厉打击各
类“涉黄”“涉非”出版传播活动，着力
扫除网上有害信息和文化垃圾，有力
维护平稳有序、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
环境，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氛围。要深入践行为民宗旨，
始终聚焦“育新人”使命任务，突出保
护未成年人导向，从学校、家庭、社会、
网络等维度综合发力，形成全社会、全
领域、全天候保护未成年人的局面。
要加强统筹和协调，不断完善区域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等机制，推动形成

“扫黄打非”工作合力。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钟宇靖）海南日报记者从
1月14日召开的全省审计工作会议
上获悉，2021年，全省审计机关突出
主责主业，做好经济监督，全年共实施
725个审计项目，查处违规问题金额
36.9亿元。

2021年，全省审计机关以促进优
化营商环境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
策落实“监督员”作用。扎实开展自贸

港政策落实审计、自贸港11个重点产
业园区优化营商环境审计，推动有关
部门出台简政放权配套制度，不断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

全省审计机关以清廉自贸港建设
为目标，进一步发挥审计在规范工程
建设领域中的“利剑”作用。按照省委
要求，扎实开展全省重大公共工程和
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探索构建与
行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共建的审计

模式。全省审计机关组织开展投资审
计项目399个，涉及交通、水利、文化、
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重点揭示投资
项目推进不力以及围串标、资金损失
浪费和质量安全等突出问题，节约财
政资金超12亿元。

此外，全省审计机关还以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为抓手，进一
步发挥审计对优良生态环境的守护作
用。以执审为民为情怀，进一步发挥

审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2022 年，全省审计机关将主动

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对审计监督提
出的新要求、新需要，扎实做好各项
审计工作：围绕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
展，开展重点园区政策落实和重点投
资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围绕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开展财政管理与绩效全
贯通式审计；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开展相关领域预警式审计；围绕

社会协调发展，开展重点民生资金使
用全链条审计；围绕权力运行和责任
落实，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穿透式审计；围绕“第
一道防线”作用的发挥，加强内部审
计监督指导。

据介绍，全省审计机关将多措并
举，高质量完成全年审计任务，充分发
挥审计在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监
督保障作用。

海南审计去年查处违规问题金额36.9亿元
开展投资审计项目399个，节约财政资金超12亿元

◀上接A01版
2021年12月3日，省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
对临高、乐东的督察报告，充分肯定了
本次督察成效，要求突出政治督察，坚
持督战结合，做到有督必有果。

将视线范围扩大，全省上下把握
住环保督察这一契机，借势借力形成
有效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在落实分级督察督办机制上，我
省对正常推进的整改任务按照常态
化的督察调度规则推动，对重点整改
任务实施“周调度，月督察”，有效督
促相关整改责任单位做到周周有进
展，月月见成效。

而对于滞后或存在滞后风险的
整改事项，我省实施“红黄牌”机制，
按照风险程度采取预警、通报、督办、
约谈等多种方式推动整改。同时，在
关键时间节点，对滞后风险事项整改
采取派驻督察和日报机制，加强督
办，靠前指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

题整改。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这

一项项从点上突破、带动面上变化的
措施，直瞄筑牢立体督察工作机制基
础的靶心——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实施办法》《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约谈办法（试行）》《海南省落实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销号工作办
法》《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红（黄）牌”警示办法》……一系列密
集出台的文件和不断完善的制度措
施，让海南生态环保督察工作进入了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一年来，我们不断创新工作方
式，积极推动构建立体督察工作机制，
打造严督实察的海南样板。”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办公室主任蔡永宏表示。

作贡献：
合力奏响绿色发展“协奏曲”

“以前每逢台风暴雨，在垃圾堆

放形成的凹陷塌坑中，积水就有好几
米深，污染环境又危险，整改后不仅
消除了环境污染，也杜绝了安全隐
患。”回忆起整改前的场景，万宁市礼
纪镇群坡村村民杨光文感慨道，环保
督察关心群众烦恼，推动整改，办了
实事。

群众的获得感来源于整改速度，
更来源于整改实效。环保督察并非

“稻草人”，如何才能保证整改速度和
整改实效齐头并进？我省边督边改
工作给出的答案是：做实做细。

“以海口市彻底解决颜春岭生活
垃圾超库容带来的安全隐患及环境风
险为例，该项目整改致力于将颜春岭
生活垃圾填埋场打造成生态公园和生
态文明科普教育基地。垃圾填埋场

‘长’出生态公园，让附近不少居民拍
手称赞。”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一处工作
人员杨晓菲介绍，我省坚持系统观念
推动重点问题整改，力求标本兼治。

说到督察整改，大家如今已形成
一个共识：从上到下抓得严、紧、实。

“省级环保督察工作开展以来，督
察组深入一线，聚焦5个方面开展了
大量工作，给临高指出了建筑垃圾管
理机制不健全、海水养殖尾水直排等
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临高县委书记文斌谈到，省级环保督
察是对市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
面体检”和“问诊把脉”，有利于帮助市
县找准病根、抓住关键、推动整改落
实。截至2021年底，临高县群众举报
问题238件，已办结204件。

解开曾经的“环境难题”，换来群
众的主动点赞；为绿水青山做加法，
让日益增加的生态产品带来“诗和远
方”；从上下联动，到多部门的左右协
同……多方共同发力，推动对生态环
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投入
走向长久、持续和自觉。

未来，我省生态环境部门将一如
既往发挥职能作用，与负有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的相关部门共同发力，奏响
绿色发展“协奏曲”。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

磨利督察之剑 夯实生态之基

海口市成立治水工作领导小组和治水办

统筹推进
全市“六水共治”工作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计思佳）为加强
对“六水共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提高治水能
力和水平，高质量推进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根据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精
神，海口市成立“六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简称治水办）。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1月14日召开的“六水共治”攻坚战推
进动员会上了解到的。

据介绍，按照党委统筹、党政同责的原则，海
口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市治
水工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为：研究确定该市水
治理工作重大事项；统筹协调水治理工作中综合
性、跨区、跨部门的重大问题；统一指导全市重大
水治理工程规划编制与实施；推动海口市委、市政
府有关水治理决策部署的组织落实。该领导小组
下设海口市治水办，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海
口市治水办将组成专班，组建工作组，从该市相关
部门选派工作人员常驻办公。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各部门要
落实好全省“六水共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精神。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治理，坚持规划引领，城
乡统筹“治污水”，科学布局“排涝水”“防洪水”，开
源节流“保供水”“抓节水”，河海联动“优海水”，坚
持标本兼治，提高治理成效。

儋州部署开展“六水共治”攻坚战

组建治水工作专班
制定五年实施方案

本报那大1月14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1月13日，儋州市在松涛水库大坝管理
区召开全市“六水共治”专题会，传达全省“六水共
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精神，部署儋州洋浦“六水
共治”工作，写好儋州洋浦水环境质量新篇章，助
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今年，儋州洋浦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将完善
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整治农业面源污染、监管畜禽
养殖、推进近海养殖清退整改、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和提高防洪排涝水平等列为“六水共治”攻坚战的
重点任务，齐抓共管。同时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成立市治水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从市直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建工
作专班集中办公，建立健全专班工作制度，做到领
导、组织、人员均到位，制度、经费、项目有保障，确
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为了确保“六水共治”工作有效推进，儋州市
还将制定“六水共治”五年实施方案，明确年度工
作目标，完善规划体系、细化责任分工，制定作战
图、倒排时间表，实行任务台账和销号管理、压茬
推进，切实做到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位。

在推进“六水共治”工作中，儋州将坚持问题
导向，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对重点工作实行“六个
一”工作机制（即“一月一调度、一月一提醒、一月
一督导、一月一通报、一月一考评、一年一考核”），
每月对任务目标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排名、通
报曝光；设立表彰奖项激励优秀单位和人员，强化
考核结果的运用，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鞭策，不断
提升工作实效。

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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