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5日上午，在海口新
海港，海口海事局执法人员
对客滚船“海棠湾”轮开展安
全检查。此次安全检查既是
双节前该局辖区客滚船专项
安全检查的开始，也开启了
琼州海峡涉客船舶航行安全
“百日行动”的序幕。

图文/通讯员 李佳璇 方旭霞
本报记者 宋国强

开展船舶检查
保障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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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懿 通讯员 徐红豆

“激动、兴奋。”9月6日，当澄迈县
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王川兴回忆
起8月 30日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
大会上一幕幕时，这样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今年41岁的王川兴，2012年加
入纪检监察队伍。看上去温文尔雅的
他，始终站在反腐败斗争的风口浪尖，
办起案来不怕得罪人，办法特别多，是
同事们公认的办案能手，也是群众特
别信任的“打铁人”。

10年的时间，王川兴以实际行动
向组织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由他
先后主办和指挥查办400多起违纪违
法犯罪案件，为国家及集体挽回直接
经济损失8000余万元。

“能不能坚守初心，秉公执纪，是
对每一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考验和挑
战。”回顾10年来的工作，王川兴坦
言，诱惑很多，只有铁面无私，坚守初
心，才能对得起组织和百姓的信任。

王川兴查办案件时，说情吹风、旁
敲侧击的事情难免存在，这也增加了
办案难度。“咱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差
事，绝对不能拿党纪原则做人情交

易。”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王川兴的态
度总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2020年10月，王川兴在指挥查
办澄迈县金安筹备组原党委书记、
组长黄某敏问题线索时，由于黄某
敏的妻子曾是王川兴多年的同事，
便托熟人打听说情，试图打“感情
牌”，但遭到王川兴的严词拒绝。“我
对他们让一步，党纪国法就要退百
步，我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王
川兴告诉记者。

最终查清黄某敏涉嫌受贿279万
元的违法违纪犯罪事实，黄某敏被判
处有期徒刑6年3个月。在2021年

全省市县纪委监委案件质量评比中，
该案被评为全省第一名，并在全省通
报表扬。

同时，有着6年公安办案经验的
他，注重打击与预防并重，每办一案，
他都会追根溯源、查找漏洞，帮助制定
预防措施。因此许多急难险重的任
务，也总是第一时间交到他手上。

2020年4月，省纪委监委将海南
仲裁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三亚仲裁院
原院长刘某勋问题线索移交澄迈县纪
委监委办理，该案件是一起发生在专
业化程度极高的仲裁领域腐败案件，
系海南省近年来办理的首例新领域案
件，无先例可循，而主办人即王川兴。

面对这起大要案，王川兴果断摒
弃“由供到证”的常规办案模式，构建

了“由证促供、证供互动”的全新办案
模式。在刘某勋到案前，专案组就充
分掌握其亲友圈、关系圈、活动轨迹、
资产情况等重要信息和关键证据。刘
某勋到案后，王川兴在3天时间内就
查实了刘某勋涉嫌受贿百万余元的问
题线索，并查出其另外收受上千万元
贿赂等违法犯罪问题，最终追回涉案
款1405万元。该案得到了时任省纪
委监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以及中央
纪委专案组的充分认可。

审查调查工作是没有硝烟的长期
斗争，意志稍有不坚定者很容易就败
下阵来。王川兴秉承“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的优良作风，工作中专挑

“硬骨头”啃，赢得“纪委尖刀”威名。
（本报金江9月6日电）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澄迈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王川兴：

专啃“硬骨头”的反腐“尖刀”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事迹展播

南海博物馆入选全国首批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子仪）近日，教育部会同
有关部门联合公布首批453家“大思政课”实践教
学基地，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入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践教
学基地”与“党史新中国史教育专题实践教学基
地”。据悉，“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由教育部与
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文物局、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设立。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该馆将继续提
供优质的博物馆教育资源和公共文化服务，积极
推进博物馆教育资源与大中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相融合，为广大党员干部及大中小学生群体
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优质服务平台，为思政课实践
教学提供有力保障。

广告·热线：66810888

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9HN020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文昌市文教镇文北街中行原文教分
理处房产，房产建筑面积为542.20m2，土地面积为262.64m2。挂
牌价为3578520元。

公告期为：2022年9月5日至2022年9月19日。
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 麦先生、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联系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9月7日

●刘新梅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编号：110460100001998，声明作
废。
●陈锦源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441581199707290072，特
此声明。
●龙凤媚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
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临）建字第
469005202000048号，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湘徽餐饮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1004227，声明作废。

物流废旧资产公开处置公告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海口公司就物
流废旧资产进行公开处置，现邀请
具有废品回收经营许可证的独立
法人资格公司或个人前来参加。
一、报废仓储、分拣物流设备一
批。二、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
明、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在截止时间
内报名。三、报名时间截止日期：
2022年9月9日。四、联系电话：
邓女士18976888969。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
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洋浦港海关采购公告
1. 项目名称：洋浦港海关周转房
修缮项目。2. 采购内容：详见海
口海关门户网站http://haikou.
customs.gov.cn。3. 联系人：张
女 士 ，电 话 ：0898- 23792216。
4.报名时间：2022年9月7日～9
月13日。

公告
海南博霖世家装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洲等七人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 836～840、88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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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7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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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

公告
广丰源（海南）食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吴忠文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807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2〕第554号仲裁裁

公告
王景强先生：

我单位目前为了办理你名下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岸北
片安置区宅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急需你的身份信息，望你自本公
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单位提供，
逾期视为你主动放弃权利。

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
2022年9月7日

公告
姓 名 ：曾 庆 海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5833，因你负责施工的
椰岛小城二期大健康住宅项目A
区施工项目已进入结算阶段，我司
多次与你联系尽快处理与业主方
的结算事宜，你均置之不理，现请
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7日内到
我公司处理上述与业主方的结算
相关事宜，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
告。

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9月5日

声明
本 人 符 学 颖（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3198511120014）身份证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海南广耀丰纺

织品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

登记为监事，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琼海市方正法律事务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314600007742759056）

经合伙人会议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海南川运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F5LMX8）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市方正法律事务所遗失基
层法律事务所执业证书正本、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4600007742759056，声 明 作
废。
● 刘 里 ，身 份 证 号 码 ：
653101196710140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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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0106的
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 韦 益 平（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6302043610）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编号：469026101204010218J，
流水号：011127，特此声明。
●定安天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6410031630201，声明作废。
●定安县人民医院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作废声明

海南春粮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章（符致
全）破损，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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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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延期公告
我司于2022年 8月 11日A06版
发布《海南逸盛洋浦莲花山临港石
化物流园码头改扩建工程项目海
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挂牌时
间为 2022 年 8 月 30 日 8:30 至
2022年9月9日11:00，现因疫情
原因延期挂牌出让活动，相关交易
环节的时间节点依次顺延，延期时
间根据儋州市政府发布复工复产
后两个工作日内告知。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7日

更名公告
上海靖之霖（海口）律师事务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460000MD0261259X）决议由
原来上海靖之霖（海口）律师事务
所更改为上海精诚申衡（海口）律
师事务所，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律所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请求，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国际航天城科技创新公共
平台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国际航天城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
划》经文昌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
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 9月 7日至2022年 10月 6
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网站、文
昌市政府网站、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
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
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刘筱。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7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恢199号

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上南置业（海南）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宏业毛纺有限公司、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
被执行人海南宏业毛纺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陵水县陵城镇北斗秋治坡
307亩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陵国用（陵城）字第 04007
号〕及位于海南省陵城镇秋治坡（海南陵水毛纺厂）的19套房屋〔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陵水县房权证陵城公字第 3984、3995、3993、
3988、3986、3991、3992、3985、3990、3981、3983、3982 、3979、
3994、3987、3989、3980、3996、3997号〕及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南航
路天皇大厦405房（不动产权证号：HK082220）、407房（不动产权证
号：HK082218），对被执行人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名下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凤翔路佳宝花园A座第六层601房（不动产
权证号：9700077）的不动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
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

联系人：蔡法官 联系电话：66761630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

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综合管理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职数
综合管理员1名
二、基本要求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无违法违纪行为；（二）年龄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条件优异者可放宽条件）；（三）3年以上工作经验，从事教育培
训、研学讲座、新闻写作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四）具有扎实的
文案策划、材料撰写、市场分析、业务拓展等能力者优先；（五）身
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团队协作、吃苦耐劳、工作中具有抗
压与服务精神；（六）熟悉电脑办公系统。

三、岗位职责
综合管理员：对接和维护市县政府业务，分析研究政务最新

政策和动态，了解当地市场，开发家风、研学、讲座等潜在项目，进
行项目撰写、汇报、洽谈、合同签订、跟进等。

四、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才报

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com。报名时务
必填写应聘岗位，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获奖证书等
相关证书及材料；（二）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9月15日。

五、相关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录用。
六、待遇
五险两金；底薪+提成；带薪年假。
七、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资格的情况及

空缺名额，可从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规定的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八、报名联系方式
黄女士0898-66810583、陈女士0898-66816950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委托，定于2022年 9月 17日

10:00至 2022年 9月 18日 10:00止（延时除外）在京东拍卖平台
（https://hgjg.jd.com/#/two/7145）上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对董国
治非法采矿一案的涉案成品河砂4194立方米；对曾翔、胡其升盗窃案，
张文、梁启秋盗窃案涉案的成品河砂约20立方米；对何同文明知是赃
物而代为销售案涉案的成品河砂约20立方米。以上标的具体情况详见
京东网络拍卖平台上所列清单及详情。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
平台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按清单要求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需认
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和其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
与竞买。此次拍卖标的是依法判决没收财产，以实际现状为准，建议现
场查看标的，委托方及拍卖人对其品质、真伪、瑕疵不做任何担保。标的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天止（节假日除外）；标的展示
地址：标的物所在地；咨询电话：0898-68551218 、18689812120；
咨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

受委托，定于2022年9月29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城南社区凤凰路
奥兰花园B商铺二层（建筑面积：211.44m2，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132.15m2）商业房地产。拍卖标的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条件便利；按
现状整体拍卖。参考价：人民币2,750,576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万元。其他事项：一、本次拍卖标的物办理产权登记产生的所有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二、本次拍卖标的物不能单独办理产
权证，须同时购买第一层房产才能办理产权证，竞买人须自行与开
发商协商第一层房产的出让价格。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9月28日。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2年9月28日16:00（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之前来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金融花园D座1301房
电话：0898-66726455 13907558791

2022年9月7日

海南华中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省慈善总会将筹集善款
帮助困难职工和大学生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刘操）海南日报记
者9月6日从省慈善总会获悉，省慈善总会将在9
月7日至9月9日举办的“99公益日”活动中，为
困难职工、困难大学生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筹集
善款，帮助困难群众走出困境。

据介绍，“99公益日”是腾讯公益联合数千
家公益慈善类组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爱心
媒体，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和国家社会
组织管理局指导，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民公
益活动。

我省普及防儿童溺水
安全手势操

本报讯（记者昂颖）近日，一组防溺水手势
操在海南少年儿童中悄然流行，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呵护青少年健康
成长。

今年6月，省妇联联合省教育厅启动2022年
防儿童溺水安全手势操线上模仿秀活动，编排了
《防溺水安全教育手势操》，并面向全省中小学校、
未成年人及家庭开启投稿通道。

欢快轻松的旋律、顺口好记的歌词、灵巧舞动
的双手，使得手势操备受少年儿童喜爱，深得家
长、学校肯定。活动收到了来自全省各市县学校、
家庭及个人共393件视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