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局已受理澄迈县林业局2021年森林督查图斑1044号，发现

位于澄迈县瑞溪镇加巨村委会加巨水库周边存在违法砍伐行为。

经初步调查，涉案地块为定安插花地，为查清确定违法行为人身份，

自公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请涉案当事人及知情人立即与我局联

系配合调查。逾期我局将视为无法确认违法行为人，移送澄迈县林

业局恢复林地原状。

办公地点：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党校四楼

联系人：王副队长 联系电话：0898-67615217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4月18日

询问通知书
我局已受理澄迈县林业局2021年森林督查图斑611号，发现位

于澄迈县新吴村委会新吴村存在违法砍伐行为。经初步调查，涉案

地块为定安插花地，日前是定安县新竹镇新吴村委会新吴村使用，

为查清确定违法行为人身份，自公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请涉案

当事人及知情人立即与我局联系配合调查。逾期我局将视为无法

确认违法行为人，移送澄迈县林业局恢复林地原状。

办公地点：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党校四楼

联系人：王副队长 联系电话：0898-67615217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4月18日

询问通知书

我局已受理澄迈县林业局2021年森林督查图斑857号，发现位

于澄迈县瑞溪镇里加村委会里加村存在违法砍伐行为。经初步调

查，涉案地块为定安新竹镇南华综合养殖专业园区，为查清确定违

法行为人身份，自公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请涉案当事人及知情

人立即与我局联系配合调查。逾期我局将视为无法确认违法行为

人，移送澄迈县林业局恢复林地原状。

办公地点：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党校四楼

联系人：王副队长 联系电话：0898-67615217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4月18日

询问通知书

●谢万龙遗失儋州那大恒大一期

21栋2601房的税费收据一张，收

据编号：HNHK0025857，金额：

12050 元，维修基金收款收据一

张，编号：HNHK0025858，金额：

8229元，声明作废。

●澄迈县仁兴镇松运村民委员会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文昌东郊国健母婴食品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14690050028711，

声明作废。

●杨小丽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一

张，身份证号：460003199612097

663，特此声明。

●琼中营根英姐劳务服务部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乙号木业有限公司遗失一

枚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卓海（琼中）律师事务所分所

执业许可证正本一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31460000MD02813

13C，声明作废。

通知
海南福源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黄
燕：你方质押于我司的一批葡萄酒

经法院拍卖变卖后，剩余无价值酒

类3309瓶、流拍酒类1492瓶，现

通知你方于2022年4月25日前领

回！逾期不领回，我司将以废弃物

方式处理！特此通知！

海口海红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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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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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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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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出 售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三亚天行森林公园转让招商
有亲子乐园、水上乐园、滑道滑索、

购物等多种项目招商或股权转让。

电话：13907604588（蔡先生）

景区转让

海口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天盈广场

企业服务公告
企业服务平台

富力首府天盈广场，于2021年新交付写字楼。运营方联手海南
省投资商会，搭建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的企业投资孵化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为各类企业准备了53m2/73m2/212m2等不同办公
建筑面积，适合各类企业选择。同时，还为企业提供注册备案、法
律服务、产业运营、金融服务、政务咨询、税收优惠政策等诸多一
站式便捷服务内容，让中、小企业专心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实现为
企业发展赋能。此外，为给各上、下游企业提供展示交流平台，服
务平台还联动银企资源，举办多种类型交流活动。

海南富力首府天盈广场诚邀广大企业进驻。
◆服务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富力首府天盈广场。
◆咨询热线：1868957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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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这五年——喜迎省第八次党代会

我看家乡新变化

寄语党代会

图瞰变迁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4月17日清晨，海文大桥下的海口
市美兰区北港村，村民蒋封帅喜滋滋地
清洗着刚打回来的两大袋子生蚝。不一
会儿的功夫，他已经接了几个电话，是海
口市区的海鲜排挡打来的，“老客知道我
有新鲜的海货，都抢着订！”

2021年2月，海文大桥北港岛互
通工程通车，结束了北港村村民400多
年只能靠船出行的历史。说起生活的
变化，蒋封帅说北港村过去有“三怕”，
现在有“三喜”。

一怕风——
“过去台风一刮起来，村子里就要

遭殃。”蒋封帅说，北港岛四面环海，风
力往往更强，村里有不少危房，台风天
就要转移村民。尽管和对岸隔海相望，

可就是这十多分钟的海路，也摇晃得让
人心慌。

如今，一喜新房多了。
“桥通之后运输成本降了一半，大

家都舍得掏出钱来加固房子、盖新房，
现在再大的风都不怕了！”蒋封帅说，就
在不久前，自己家的二层小楼也盖好
了。

二怕脏——
“过去清运岛上的垃圾都要靠船，

一袋袋垃圾先搬到船上，运到对岸再搬
下来。”陈少花是北港村的保洁员，海文
大桥北港岛互通没建成之前，清运垃圾
费事不说，遇到天气不好开不了船，垃
圾运不出去，堆在一起招苍蝇，村民见
了全都绕路走。

如今，二喜村庄美了。
“现在每天都有垃圾清运车开上

岛，到了点大家就出门丢垃圾。”不仅如
此，村民陈仪指着家门口的生活垃圾分
类小屋说，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中，村

民都还学会了垃圾分类，并且在房前
屋后都种上了花，生活环境越变越好。

三怕穷——
“过去村子闭塞，靠海吃海，只能

勉强糊口。”和岛上的大多数人一样，
村民饶朝明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天气
不好，出不了海，渔民们的收成就受影
响。“有的年轻人害怕穷，干脆外出打
工，村里越来越荒。”

如今，三喜村民富了。
因为离海口近，每每退潮，北港村

总能吸引许多专程来赶海的游客。而
环绕在村庄南面的红树林，是鸥鹭等
鸟类栖息地。长长的海岸线边，绿色
的茂林里点缀着颗颗白色珍珠，成了
北港村一幅美丽画卷。

头脑活络的饶朝明最先捕捉到商
机，2021年年底，他把自家的房子改成
了海鲜加工店。

客人们赶完海，就带着海鲜到饶
朝明的海鲜店里加工，大快朵颐之后沿

着环村路观树赏鸟，成了北港村的新卖
点。

而像蒋封帅那样，借助桥的便利，
把海鲜卖到岛外，一天收入两三百元的
村民更是不在少数。

孤岛变闹市，村民心里暖。扎在
北港岛的海文大桥桥墩上，村民自发书
写的两行大字赫然醒目——吃水不忘
挖井人，桥通永铭党恩情。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记者郭
萃）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海口湾逐渐
热闹起来，沿漫道散步的市民、吹着
海风品尝美食的游客、带来曼妙歌声
的街头艺人……让这里的夜晚充满
活力。

这得益于2019年开工建设的海
口湾畅通工程，经过前三期建设，海
口湾畅通工程打通了城市的滨水区
域，串联起万绿园、世纪公园、钟楼、
骑楼老街等景点，形成了一个风光秀
丽、元素丰富的公共开放空间，也成
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海口湾畅通工程项目全长约
19.6公里，在海口湾至海甸溪南北两

岸，建设滨海滨江漫步道、跑步道、骑
行道三线全线贯通，提升景观环境，
增设服务设施，全面提升滨水城市品
质，2020年底实现“三道”贯通。

“以前这里没有路灯，海水还充
斥着异味，大家都不愿意靠近这一片
海域。”对于变化，居住在海口湾外滩
附近的居民张小霞深有感触，“如今
的海口湾实现蝶变，一路沿着海岸线
漫步，饱览美丽的滨海景色，也使得
这一片区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
黄金地段。”在张小霞看来，升级改造
后的海口湾汇聚了生态美、人文美、
城市美，真正实现了还海、还岸、还景
于民。

“三道”贯通还景于民

海口湾华丽蝶变

海文大桥开通后，海口市北港村村民生活变化大

孤岛变闹市 渔村成景点 期待孩子
在海南“上好学”

讲述人：邹燕妮 北京师范
大学海口附属学校语文学科教
研组长、高三语文教师

2017 年，我从河南来到海
南，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
属学校的首批老师。5年来，我
亲眼见证海南不断加大教育投
入，引进新建优质学校，提升教
师综合素质，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未来 5 年，我相信随着
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的提
质增速，更多的全球优质教育
资源和人才将会被引入到海
南，海南的孩子不仅能在家门
口“上好学”，还能“留学”，海南
自贸港教育事业将再上一个新
台阶。

（本报记者 计思佳/整理）

改善人居环境
推进乡村振兴

讲述人：彭德阳 东方市三
家镇乐安村驻村第一书记彭
德阳

5 年来，我们农村的基层治
理更完善了，交通、医疗、教育
等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得到发
展，大家切实感受到了身边的
变化，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持续增强。彭德阳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立足
本职岗位，更好的服务群众，为
群众办实事，同时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改善乐安村的人居环
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高群
众收入，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文君/整理）

4月17日，航拍海口北港村一角。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海口火山口大道拓宽工程投用，2车道变4车道

路宽了 不堵了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一路通畅，上班路上比平时节
省了15分钟！”4月15日上午，在海
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政府上班的纪先
生心情格外舒畅。得益于海口火山
口大道拓宽工程投入使用，原来的2
车道扩容为4车道，当天上班路上纪
先生发现路况格外好，没有发生车辆
拥堵的情况。

从“拥堵不堪”到“车畅人欢”，该
拓宽工程的意义不仅于此。除了是
城市重要交通枢纽，火山口大道还被
誉为海口“最美景观大道”。在道路
扩容升级过程中融入的设计特色、生

态理念和民生关怀，不仅代表着椰城
的形象，也影响着城市延伸发展格
局，体现了一个区域的市政规划建设
水平。

纪先生家住海口市西海岸，在石
山镇政府上班，火山口大道是每天上
下班的必经之路。过去，因这条路上
车多，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他
每天都是赶在7点前就出门。“但就
算是早早出门，一旦路上发生交通事
故，都要在原地堵上半个多小时。”纪
先生说，每天上班路上，他心里都很
紧张，总担心自己会迟到。

据介绍，火山口大道是承接海口
绕城高速火山口互通北侧匝道与椰海
大道相交的核心城市次干路，是通往

我省重点旅游景区火山口公园及西海
岸片区的重要交通枢纽。然而，随着
车流量增多，这条只有双向2车道的
道路出现拥堵的情况越来越多，每逢
早晚高峰期、节假日，火山口大道基本
都会堵车，饱受市民游客诟病。

“这说明，火山口大道与海口城
市快速发展和扩容提质的节奏已不
太匹配。”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提高人民群众交通出行的便利
性，海口火山口大道拓宽工程于
2020年底立项，并于2021年11月开
工建设，在原火山口大道东侧进行改
造拓宽，“秉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
率的建设理念，通过24小时施工不
打烊，仅用5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

全线贯通，原来的 2 车道改为 4 车
道。”

同时，火山口大道也是连接海口
绕城高速与长彤路的唯一南北向快
速通道，未来将承担西海岸与美兰机
场快速通行的重要任务，使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海口市政府与机场之间的
通行更为高效、便捷。“因此，该拓宽
工程对于完善海口城区交通路网，延
伸城市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火山口大道拓宽工程因其生态
为本的建设理念，成为一条“生态路”

“创新路”。
海南日报记者在火山口大道两

旁的绿化带中看到，褐色火山石垒砌

的围墙外，尽是郁郁葱葱的蕨类植
物，黄绿相间的剑麻，加上点缀其间
的三角梅、火山玫瑰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这些景观由不同颜色的彩叶植
物搭配，高低错落有致，层次感立体
感凸显。

秀英区城投公司工程部经理朱
世明介绍，项目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不砍树、不占
田，突出“近自然”的原则，充分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节约成本，保留原来
的绿化树、巨大的火山石头等自然景
观，让人们在享受到交通便利的同
时，打造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绿色公路”。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

万宁提高村级干部
补贴标准
实行绩效奖励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文钦超）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委组织部获悉，4月13日万宁市
下发了《关于调整万宁市村级干部补贴标准的通
知》，从今年1月1日起，每年增加投入2100余万
元，共计7100余万元，在大幅提高全市村级干部
待遇的同时，实行绩效奖励，充分调动村级干部工
作积极性。

据万宁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调整后在职村级干部补贴由基本补贴、绩效补
贴、奖励补贴和缴纳养老保险等 4 个部分组
成，按职务分4个档次发放。实行村级干部补
贴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动态调整机制。

此外，探索从当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量
中安排 10%的收益，用于奖励对发展集体经
济有突出贡献的村级干部，激发干事创业热
情。

⬆2019 年 9月，海
口世纪公园进行地面改
造。据悉，海口湾畅通
工程项目是一项还景于
民、还岸于民、还海于民
的惠民项目，岸线全长
约19.6公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图为市民在建好
之后的海口世纪公园漫
步道欣赏景观。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