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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遗失国有
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琼山籍国
用〔2003〕第01-00024号，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正坤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
UG27XJ；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喜运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美其林饮品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1971317，声明作废。
●洋浦宏运兴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8C6H67）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催收公告
琼海时达渔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卢传安）于2013年向我行贷款
2500万元，于2014年10月8日到
期。该笔贷款迄今尚欠本金2002
万元，利息756万元。因无法联系
该公司及担保主体中企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卢传安、杨昌美，特
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请你们在见
报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联系还贷
事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海市支行
2022年4月24日

公告
海南乐卖特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杨叶等6人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 39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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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6595571），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7月26日

下午14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和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4月24日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6月7日
上午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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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4日

公告
海南陆柒捌餐饮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照雄、符月海、
黎亚林、林道英、崔昌福、梁鸿忠、
苏超、符茂敏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2021〕第
1620～1622、〔2022〕20、119、120、
135、136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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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电
话：0898-66751119），逾期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
6月13日上午9点在本委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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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4日

公告
海南不浪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周苏梦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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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电话：0898-66523285），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2年6月23日下午2时30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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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4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0425-2期）

受委托，定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
10：00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
公开拍卖：铅锌矿石（约15000吨，
最终成交总吨数以实际过称重量
为准）。参考价：人民币210.00元/
吨；竞买保证金：30万元。展示时
间及地点：2022年 5月 9日至10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昌化大
岭青岭。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
5月10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
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
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电话：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0425-3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6日上午
10时至2022年5月7日上午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
平 台 （https://auction.jd.com/
haiguan.html）按现状公开拍卖：
罚没的涉黑涉恶团伙涉案财产：手
机一批、摩托车1辆、电动车1辆。
展示时间：4月28日～29日。竞
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
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
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注销公告
经主办单位批准，海南省科技图片
社拟向海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组长为海
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王贤，
清算组成员为欧芬、蒙巍、李海璇、
冯振茂，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
起 9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清算组联系人：欧芬，联系电
话：0898-65319927。特此公告。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2年4月6日

注销公告
北京世辉（三亚）律师事务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31460000MD024
6817A）拟向海南省司法厅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本事务所办理相关债
权事宜。

作废声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人民

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因票据保管

不善不慎遗失19张未使用的财政

非 税 票 据 ，票 据 号 分 别 为 ：

0283332283、 0283332312、

0283332339、 0283332363、

0283332371、 028333238X、

0283332398、 0283332400、

0283332419、 0283332427、

0283332435、 0283332443、

0283332451、 028333246X、

0283332478、 0283332486、

0283332494、 0283332507、

0103496898，现声明作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0425-1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6日上午
10时至2022年5月7日上午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
平台（http://zichan.jd.com）按现
状净价公开拍卖：奥迪牌FV7201TE
小型轿车、别克牌SGH6520UAAA
小型轿车各一辆。展示时间及地
点：4月28日至29日；海口市龙华
区国贸路保险大楼院内。竞买人
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
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
《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
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公告
海南侨园我家酒店公寓管理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陈淑等7人与你司
劳动争议案，并定于2022年 5月
31日9时开庭审理：文劳人仲案字

减资公告
海南煜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5QK165），经股
东会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佰万圆整
减少至人民币壹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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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水满茶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1708821461H）不慎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百岁龄仁生传媒（海南）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7K7M84X0）于2022
年 4月 8日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海南嘉佳欢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8YQY805）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蔚蓝海洋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一份编号为222000000678220
001的健康证书和附加证明，声明
作废。
●杨关书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4194109148418，特 此 声
明。
●林关英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6194301108421，特 此 声
明。
●海南风云盛世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
废。
●中国教育工会海口黄冈金盘高
级中学委员会公章不慎遗失，现声
明作废。
●海南正中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海口美兰艾尚坊蛋糕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01081749683，声明
作废。
●海南振德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白沙信南分店不慎遗失第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编
号 ：琼 本 级 食 药 监 械 经 营 备
20170881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2022〕第63、65、66、67号，15时
开庭审理：文劳人仲案字〔2022〕
第 61、62、64号。因无法送达你
司，限你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清
大道 19 号文汇集中办公区 1 楼
118室，电话：0898-63382257）领
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
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
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4月25日

公告
海南倾城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卢海玉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605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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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联系电话：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6月13日下午两点三十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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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4日

公告
海口龙华纹管家修复中心美容美
体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小慧、李靖雅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字〔2021〕第1578、1593号），现依
法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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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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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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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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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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23日
在黑龙江伊春考察时，专程看望了上
甘岭林业局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一
家。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刘养顺。

【情景回放】
在上甘岭林业局溪水国家森林公

园，习近平总书记沿栈道察看原始红
松林等珍贵乔木，叮嘱林场工作人员
一定要把森林资源保护好。

随后，总书记来到林场职工刘养
顺家。他走进厨房掀起锅盖，农家饭
菜飘香，总书记笑着说“看着就好
吃”。总书记又询问老房子修复、水电
路改造等一家人居住生活情况，同刘

养顺一家人谈林场发展史、算收入支
出账。

夕阳西下，习近平总书记同刘养
顺一家及街坊四邻围坐在小院里聊家
常。总书记一一询问林区停伐后他们
主要做什么、收入来源有哪些，日常生
活和就业、上学等还有哪些困难。

有的种木耳，有的种香瓜，有的
搞养殖……大家纷纷说起自己的营
生。总书记说，看到林场职工生活
不断改善，很高兴、很踏实。林区经
济转型发展会面临一些暂时困难，
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关心，让大家日
子越过越好，大家也要自力更生，多

找新的门路。
【刘养顺心声】
总书记来我家的那一天，我咋可

能忘呢？不只我们一家，很多林场人
都在这几年里迎来了新生活。

那天，总书记走进我家厨房，我还
给总书记介绍了菜盆里的山野菜，都
是林子里采回来的，后来成了我家创
业的招牌。

当时，伊春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已
全面停止，我们林场人对未来生活都
有点迷茫。总书记的话，一下子点醒
了我。总书记让咱找新门路，咱得赶
紧行动起来啊。

就在那年夏天，我家的农家乐开
了张，我和老伴负责炒菜做饭，儿子
儿媳端菜送水……我家从来没这么
热闹过。

这几年，我们林场上下守住了山
清水秀，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好。以前
家门口就是沙石路，车子一过飞尘扬
土。现在林场给修了柏油路、安了彩
灯、栽了树，还在我家对面的草甸子里
建了“醉蝶花谷”景点。

生态环境改善给我们带来了大实
惠，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旺季的时
候，小院几乎天天坐满游客。他们大
老远来咱这儿看啥？不就是图这儿的

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新鲜吗？
靠着经营农家乐，好的时候一年

我们能收入十多万元呢。我这会儿才
真正明白，绿水青山就是总书记给咱
指的新门路！

不只我们一家，周边乡亲们和许
多林场退休工人都开始创业。我们成
立了餐饮服务一条街，近30家农家乐
和民宿经营得有声有色。种林下参、
刺五加、红松苗的也都鼓了腰包。林
场人吃上了“生态饭”，守着林子开启
新生活。

（新华社哈尔滨4月24日电 记者
陈聪 徐凯鑫）

“绿水青山就是总书记给咱指的新门路”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推荐评选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
定，今年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
展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

《通知》要求，推荐评选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功
绩导向，注重群众公认，选树一批近年
来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做

出突出成绩、时代特征鲜明、赢得群众
赞誉的公务员先进典型，激励引导广
大公务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

续党的红色血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埋头苦干、勇
毅前行，为党和人民赢得更大荣光。

《通知》强调，评选表彰重点面向基
层和工作一线。注重推荐在应对重大
斗争、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的

个人和集体，注意推荐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中涌
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均实行
差额推荐。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
方式，在广泛听取意见、充分酝酿讨论、
征求有关机关和部门意见、进行全国公

示基础上研究确定表彰对象。
《通知》明确了推荐评选条件。对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从政治表现、工
作业绩、廉洁自律等方面提出要求；对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从政治表
现、工作业绩、领导班子建设和公务员
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要求。

《通知》要求，各推荐单位要高度
重视推荐评选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精
心组织实施，切实发挥党委（党组）领
导和把关作用。要全面考察推荐对象
的政治素质、工作业绩和一贯表现，确
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
性。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工作程序，
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做好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推荐评选工作

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
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关部署，
根据《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有关安排，
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
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坚持系统推进与示
范引领相结合的总体思路，从战略谋划、内容建
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队伍、保障体系等6
个方面提出20项主要措施，对未来一个时期出版
融合发展的目标、方向、路径、措施等作出全面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

据悉，该意见是中宣部首次就出版融合发展
领域专门发布的政策文件，是对新时代深入推进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作出的全面安排，为出版单位
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提供了行动
指引。此次意见发布，与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在实
施的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相互支撑，从政策指引和
重点布局方面共同发力，进一步形成推动出版融
合向纵深发展的政策合力。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全链条治理网络暴力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王思北）记

者24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有效防范和解决网
络暴力问题，切实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中央网
信办近日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
动”，聚焦网络暴力易发多发、社会影响力大的18
家网站平台进行全链条治理。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专项行动
将通过建立完善监测识别、实时保护、干预处置、
溯源追责、宣传曝光等措施开展全链条治理。

其中，明确建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进一步细
化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强化行为识别和舆情
发现，及时预警网络暴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建
立健全网络暴力当事人实时保护机制，调整私信
功能规则，及时过滤“网暴”内容，强化“一键防护”
等应急保护措施，建立快速取证和举报通道，加大
弹窗提醒警示力度，加强重点群体救助保护。

4月24日，第131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闭幕。10天会期内，有超2.55万家境内外企业
参展，通过云端上传展品超300万件，其中新产
品超95万件，参展品与新品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图为第131届广交会云推介RCEP专场暨
家居产业对接会现场。 新华社发

第131届广交会闭幕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
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
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
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4月
23日，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提出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广大干部
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为指引，
多读书、读好书，不断提升思想境界、
增强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
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
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
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
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对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魏玉山感触颇深：“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倡导下，全

民阅读蔚然成风，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成效。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
贺信精神，不断提升阅读效能，努力为
书香社会建设贡献出版力量。”

伴随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作
家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也
掀起阅读热潮。这部描绘中国社会巨
大变迁和百姓生活跌宕起伏的文学作
品，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也呈现出鲜
活真实的人民生活景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说‘中华
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深刻阐明了阅读的重要意
义。”梁晓声说，“我会努力创作更多优
秀作品，用自己的文字传承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
自强的品格。”

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
要方式，更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养
的重要途径。

今年世界读书日当天，北京发动

全市阅读空间、实体书店、发行单位等
相关机构及数字阅读平台进行阅读联
动，举办各类阅读活动2000余场。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党员、干
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
干。我们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阅
读中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
力，积极开展好书荐读活动，形成引领
示范带动作用。”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
巡视员王野霏说。

参与此次全民阅读大会名家荐
书活动的学者孙万勇说：“日益优化
的图书品种结构、不断涌现的原创精
品佳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丰
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我会积极
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讲好党的故事，
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带动越来越多
人投入阅读的世界。”

认真学习贺信后，清华大学附属
小学校长窦桂梅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的“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

读，健康成长”印象深刻。
近年来，清华附小致力于打造有

角落、有故事、有趣味的图书馆式“书
香校园”，开展了“大手拉小手，同伴共
阅读”“名家进校园”等一系列精彩的
阅读活动。“我们将在未来的教学工作
中继续带领学生感受阅读的魅力，引
导他们在阅读中了解传统文化、树立
远大理想，让优秀书籍成为陪伴他们
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窦桂梅说。

构建书香社会，离不开优质阅读
内容供给。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
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参与，引领全民
阅读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令我非常
振奋，也深觉重任在肩。”阅文集团首
席执行官程武表示，“我们将以有声、
动漫、影视等多元方式拓展阅读体验，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
助力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浓厚氛围。”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李平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为我们做好主题出版
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创新方式
方法，开展丰富多样的阅读推广活
动，切实发挥主题出版的思想引领和
文化支撑作用，推动形成良好的基层
阅读风尚。”

随着全民阅读的服务网越织越
密，书香渐渐飘向中国的每个角落，阅
读理念深入人心，书香氛围日益浓厚，
书香中国更具魅力。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坚持‘数字
传承文明’的宗旨，推进数字阅读进农
村、进社区、进家庭等。”湖北中文在线
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嘉说，“我
们将以总书记的贺信精神为指引，继
续以鲜活的形式、多样的平台为读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为建设书
香中国、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
王鹏 史竞男 徐壮）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