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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看点 海南控股：

筑牢抗疫防线
彰显国企担当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张乐）本轮疫情以来，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坚
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统一
决策部署，闻令而动、迅速响应，切实把疫情防控
抓紧抓实，展现国企责任担当。

疫情发生后，海南控股迅速部署防控任务，对
机场关口、省重点项目、员工安全、后勤保障等工
作做出细致周密安排，推动责任下沉、人员下沉、
任务下沉、措施下沉。

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第一时间组织120余
名志愿者投身一线疫情防控工作。面对三亚及周
边市县疫情发展形势，海南控股广大青年党员立
即行动，迎“疫”而战，争做最美逆行者。

截至8月14日，海南控股共分六批派出167
名志愿者前往海口、三亚、陵水、澄迈、琼中、白沙
6个市县14个社区（村），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全
力以赴服务全省抗疫大局。

在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8名志愿者成立海
南控股驻大茅村抗疫临时党小组，在这里，他们白
天化身“大白”，上门为村民做核酸采样；晚上化身

“蓝骑手”，深入封控区送物资，到各个角落开展夜
巡。他们深入高风险区，助力“追阳”工作高效开
展，充分彰显海控人的责任担当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13名志愿者就地
成立椰林镇第二分队临时党支部、卡口工作组临
时党支部，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他们白天维持核酸采样队伍秩序，夜间轮流
在卡口通宵执勤，负责对进出人员及车辆进行盘
查、管控。“这是一份信任，让我们感到身上的担子
更重了，大家都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次任务完成
好。”海控志愿者陵水分队领队、椰林镇第二分队
临时党支部组织委员陈坤伟表示。

“除已经出征的志愿者外，目前我们还有
41名储备志愿者，随时待命出征支援。海口静
态管理期间，公司党委也号召员工就地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海南控股组织人事部部长李峥嵘
表示。

海南控股还多措并举抓牢抓好机场“防外溢、
保畅通”各项工作。

同时，该公司全力以赴确保医疗团队和防疫
物资在空港口岸运转高效顺畅。截至8月13日，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已累计执行医疗包机103架次，运载医疗人
员1.5万人，运载医疗物资超70吨。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第一时间成立现场指挥
部，全体员工变身“大白”，每天组织约200名志愿
者做好旅客维序、特殊人群服务及疏导安抚等工
作，为滞留旅客返程提供暖心、方便、快捷的值机
体验，切实做到防疫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海南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军平表示，战
“疫”仍在继续，海南控股各级党委将坚决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和国
企担当，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追求卓越、服务海
南”的海控精神，以更加细致用心的工作，圆满完
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任务。

在兄弟省市支持下，超2万名因疫情滞留海南旅客有序返程

踏上归途 感谢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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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8月15日讯（记
者刘冀冀）“我们
回家啦！”“海南加
油！”“我们还会再来
海南的。”连日来，伴随
着一架架航班从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和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顺利起飞、
平安落地，不少旅客返
程回家。截至 8 月 14
日，通过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离岛返程的旅客达
27211人，目的地包括上
海、黑龙江、四川等地。

8月 15日，海南日
报新媒体推出整合微信
《接滞留海南游客回家，
这些兄弟省市有担当
……》，记录下一幕幕
暖心瞬间，向兄弟省
市给予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天津 上海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8月

23日、2022年 8月 25日凌晨00:00～06:00对海南

DNS域名系统进行业务优化调整，调整期间涉及业务

可能会存在瞬时轻微抖动。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8月16日

●海南瀚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昌文中坡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4721101，声明作废。

●海南海岛宝宝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1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MJP117166M，声明作

废。

●中汾亿晨（海南）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2年 7月 18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A07版，位于万宁市山

根镇海榆东线西侧地段地块编号

为万让2021-32号地块《万宁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

让公告》，现因疫情缘故延期挂牌

出让，现将延期事项公告如下：1.

●昌江石碌凯通手机卖场（渠道编

码HNCJM017）遗失渠道购机押

金 发 票 一 张 ，税 务 登 记 号 ：

201603210000，票 据 编 码 ：

01348613，金额：2000元，声明作

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乒乓球协

会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保亭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2820103，声明作废。

报名时间延期至2022年8月24日

17:00时止（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

账为准），我局将在2022年8月24

日17:3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2.

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22年8月

26日16:00时；3.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16日

典 当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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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注销

减资公告
海南富汇旺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BU8AE20U）经 公

司股东会决议，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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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13698943739 郑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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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7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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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5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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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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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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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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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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海南省湖北商会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会副会长及以上领

导已办理2022年度注册手续，现予通告：

会长：陈良刚

常务副会长：胡卫东、罗晓东、杨云南、陈峰、胡泳（女）、周金华、

周卫华、董时明、聂永红、余长龙、张小龙、廖志刚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兆银、马明德、王雄攀、孔祥富、尹

飞、石凯华、田璋、严晨曦、李达刚、李厚彬、李润、杨寿山、邱开伟、何

家晖、余东升、余海辉、乐雷、邹小明、宋文祥、张金弟、张常喜、陈飞、

陈文越、陈欢、陈雅、邵淼清、周攀（女）、郑锋、官强华、胡凤桔、柯安

林、钟康力、饶章伟、秦立志、贾希信、曹金艳（女）、徐俭平、徐犇、高

莉（女）、郭伯衡、黄祖艳（女）、蒋文宁（女）、覃世盛、喻涛、蔡铭、谭国

洲、潘风、戴太伟

特此通告。

海南省湖北商会

2022年7月30日

海南省湖北商会通告现海南星瀚宏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局申报办理海南星瀚宏
源实业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拟建工程位于琼海市
嘉积镇豪华路北侧，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证明/证书编号为琼〔2021〕琼
海市不动产权第0014951号，用地面积为5219m2。申报项目建筑内
容为1栋地上18层地下负一层住宅楼及两栋商业楼，总建筑面积为
16919.62m2。为征询申报工程建设用地周边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
议，现将申报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
日（8月16日至8月24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zwzx/gkml/）、
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琼
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398号政务服务中
心）；（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联系电话：0898-62930106，联系人：王小姐。

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15日

琼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海南星瀚宏源实业建设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黄豆2斤、包菜3个、五花肉4
斤、白萝卜6个……”

“收到，已登记。”
这是8月 15日上午 11时，“白

马井中心渔港购物群”里的一段对
话。下单的，是琼儋渔03027的船
主吴斌达。

自从8月7日进港后，吴斌达等
船上5人，已经在儋州最大海上“社
区”——白马井中心渔港生活了 9
天。

8月3日，儋州白马井中心渔港
实行全封闭管理，渔船只进不出，422

艘渔船、1756 位渔民在渔港汇聚。
为了更好服务渔民，白马井镇副镇长
贾中旺马上到渔港报到，成为这个海
上“社区”的“居委会主任”。

渔民们在海上的保供问题，一度
让贾中旺颇为头疼。儋州实行临时
性全域静态管理后，严格管控交通，
物流受阻。该渔港旁有多个高风险
地区，原本谈妥的几家供货商都打起
退堂鼓。此外，按照防疫要求，供货
商只能将物资送到渔港入口的卡点，
如何从卡点安全配送到渔船上，也是
个棘手问题。

在这个如同孤岛的海上“社区”，
如何把新鲜的蔬菜送到渔民手中？

几经周折，贾中旺和同事找到了有资
质并愿意送货的供货商，供货商负责
将打包好的果蔬统一配送到卡点。

同时，贾中旺牵头建立了“白马
井镇中心渔港购物群”微信群，镇干
部、供货商、渔民都在群里。

为了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贾
中旺专门跟当地渔民租了一条船，组
建由白马井镇干部和志愿者参加的
海上“快递小分队”。

“老吴，您的快递到了，赶紧过来
签收！”14时许，白马井镇干部王子星
乘船来到琼儋渔03027渔船旁，将打
包好的一箱蔬菜和猪肉递给吴斌达。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多亏了

‘快递员’小王，我们不愁吃喝，今晚
我给大家加餐。”由于经常上船送菜，
吴斌达和王子星很是熟络，经常互相
开玩笑。

当天，王子星和队员们乘船为35
艘渔船逐一送去62份生活物资“包
裹”，一趟送下来花了3个小时。截至
8月15日，这支海上“快递小分队”已
累计为港内渔船配送超千份生活物
资，为渔民日常生活提供有效保障。

“只要还有一个渔民上不了岸，
这支海上‘快递小分队’就会一直配
送下去。”贾中旺说，他坚信，等到战
胜疫情后，渔港渔市一定会重回繁忙
景象。 （本报那大8月15日电）

儋州白马井中心渔港：

海上“快递小分队”打通保供路
因疫情原因未复工复产
省级科研项目
可申请延期验收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邱江
华）海南省科技厅近日就疫情防控期间
省级科研项目评审和验收的有关事项
发布通知，若第三方专业化机构组织验
收时，项目负责人因参加疫情防控、企
业因疫情原因尚未复工复产，可申请延
期参加验收，延期时限原则上不超过3
个月。已发文要求提交项目验收材料
的各类省级科研项目，提交项目验收材
料的截止日期可顺延3个月。

通知称，关于项目评审问题，若第
三方专业化机构组织立项评审答辩时，
项目负责人因参加疫情防控或处于隔
离期间，可委托项目组其他主要成员参
加答辩或者申请延期参加下一批次立
项评审答辩（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我省调整高新技术“精英行动”
企业网上申报截止时间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邱江华）海南日
报记者8月15日从省科技厅获悉，因全省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为保障企业能够顺利完成申报，经研
究决定，我省2022年度高新技术“精英行动”企业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调整为8月22日。

陕西

黑龙江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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