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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银龙文化娱乐城（工商注册
号：20136705-2）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营业执照正、
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影龙广告公司（工商注册号：
广字1-20号）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定代表人私章、营业执照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市银龙电影娱乐城（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2708824080X）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
私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声明
作废。

● 李 建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7212190014）、李南（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7009280030）不慎遗失
海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Z-01地块8
号楼2807号房《领房单》，档案号：
BZ167，登记顺序号：2112，现场编
号：A1-2-1-301 ，声明作废。
●临高渔顺渔业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28MA5RHLCR8G）不 慎
遗失琼临渔86002的国内海洋渔
船 安 全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3302000210298，现声明作废。
●儋州大成银岛水泥制品厂（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3MA5RGJ0D6F）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骐鑫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9BR11K）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教育局板桥初级中学卫
生 站（ 登 记 号 ：G4959637-
446900712D2291）法定代表人：
邢永标，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正本，声明作废。

●陈庆增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原件，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 G1 栋

1505房，收据编号：DF0000828，

金额：65877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陈庆增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原件，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 G1 栋
1605房，收据编号：DF0000829，
金额：66713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名门椰海幼儿园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正本、副本，证号：教民
246010360000108号，声明作废。

公告
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乐东县长茅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一标段、二标段项目于
2021年8月26日已竣工验收，该
项目的农民工工资已足额发放完
毕，无拖欠工资。
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2022年10月11日

●海口市罗牛山学校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34601081122837，声明作废。
●王燕芳不慎遗失税务检查证，证
号：琼税征 460108190255，现声
明作废。
●符广星不慎遗失三亚中升宏达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邢
福仁的收款收据一张，编号：
YS36920220622005，特此声明。
●林妹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0846010380，声明作废。
●佛手瓜（海南经济特区）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8MA5TLAL59T）遗 失
公章一枚、法人章一枚、财务章一
枚，声明作废。
●琼新聚智企业管理咨询（海南经
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L56J
4C）遗失公章一枚、法人章一枚、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齐笑（海南经济特区）投资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LLLD48）遗失公
章一枚、法人章一枚、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福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
损变形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海南万里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原旧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云上甄选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
9025MA5TKNU80N）遗失公章、
财务章，声明作废。
● 曾 玉 婷（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882198708204604）遗失二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原件（专业：建
筑工程），证书编号：469043，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路通兴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洋浦字
462000100092号，声明作废。

海云胶鞋厂宿舍区改造项目

公告
海云胶鞋厂宿舍区改造项目已启
动，我司是改造项目建设的主体，
请原海南省农垦海云胶鞋厂1997
年 11月 20日破产清算时劳动关
系清查登记在册的职工，仍未向我
司提供本人相关材料的，在公告发
布之日起60天内（自2022年10月
11日起至12月9日止）尽快与我司
联系，逾期不予受理，视为放弃申
请安置资格。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0898-68925383。海南金岭橡胶
工业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0日

公示
邱华宝持邱荣彬于2020年 10月

15 日在我处所立的公证遗嘱书

【〔2020〕琼椰城证字第2867号】

要求继承邱荣彬的遗产，称该遗

嘱书是邱荣彬生前所立的最后

一份有效遗嘱。如对上述事项有

异议者，请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七日内书面向我处提出，否则我处

将根据邱华宝的申请出具继承

公证。联系地址：海口市公园北路

2号明星大厦三楼海南省海口市

椰城公证处，联系电话：0898-

66565320、66565327。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2年10月10日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2年9月9日在《海南日

报》A06版发布《东方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22〕

27号），编号为东出让2022-20号

地块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2年10

月14日10时，现受疫情影响，挂

牌现场会时间延期至2022年 10

月21日15时30分，缴纳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9 日 16

时，资格确认时间为2022年10月

19日17时止，其他事项不变。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

人。特此公告。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2年10月11日

公告
海南省盈商项目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植茹、朱春燕
与被申请人海南省盈商项目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劳动争议案，定于
2022年12月1日下午02：30开庭
审理（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
924、1215号）。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595571）
领取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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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9日

公告
海口一邦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俊、吴清晓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 1329、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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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618号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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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公告
海南省壹陆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美珠、薛恩养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 113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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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636号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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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通知书
现召集全体股东于2022年 10月
17日召开关于公司变更法人代表
的股东会议，请公司全体股东及无
联系方式的股东与公司联系，未出
席会议的股东将根据所作出决议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半数以上通过。符合《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以书面
形式出具股东会决议。

海南招鑫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9日

减资公告
万宁梅帅美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06MA5T5RD
65D），经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
由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200万
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
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琼山银龙文化娱乐中心（工商
注册号：20142966-3）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兴海盛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商注册号：4600001008180）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
私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永发音响工程公司（工商注册
号：4600001007280）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营业执
照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新发娱乐有限公司（工商注
册号：企合琼总字第196281 号）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
私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校园电影院线发行放映公
司海口分公司（工商注册号：
4601001001698）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营业执照正、
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电广华媒传播有限公司（工
商 注 册 号 ：4600001010968），
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
私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合隆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陈丹艳）法
人私章，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招 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作废声明
海南省思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因
公司变更名称，原公司的公章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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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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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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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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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板公司招聘会计一名
工作地点在海口市，要求有相关从
业经验，能独立编制年报。电话：
15108938967李女士。

招 聘
声 明

转租土地
有一块约 27亩的建设用地在海
榆中线8公里处转租，价格面谈。
联系方式：13907676458梁先生。

广告·热线：66810888

金秋时节，昔日江苏镇江“最穷山
村”戴庄，一派丰收景象：觅食的肥鸭
穿梭在成熟的水稻间，四季可采摘的
经济林茶果长满坡地，畜禽养殖大棚
散落林间……

“这些美丽的山村总会让我想起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的一番话。”回忆起
自己8年前和总书记的交流，赵亚夫推
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露出开心的笑容。

2021年初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赵亚夫
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时微笑
着勉励他说：“把成绩写在大地上。”

今年81岁的赵亚夫曾任镇江农
科所所长。多年来，当地流传着一句
关于他的顺口溜：“要致富、找亚夫，找
到亚夫准能富。”

2014年初冬，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调研期间，来到镇江市丹徒区世业
镇先锋村农业园调查了解现代农业发

展情况，赞扬赵亚夫做给农民看、带着
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赢
得了农民群众爱戴，“三农”工作需要
一大批像他这样无私奉献的人。

那天，种植基地门口摆放着这里
生产的草莓、橘子、葡萄等，习近平
总书记对产量和价格的询问，令赵亚
夫印象很深。“总书记还提起20世纪
80年代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引进草
莓品种的往事，我很有共鸣！”

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赵亚夫
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修生赴
日本学习。在那里，他吃到了有生以
来的第一颗草莓，惊叹于这种水果的
美味。

“农民种这个肯定能赚钱。”回国
时，赵亚夫用节省下来的外汇换回13
箱农业书籍资料和20株宝贵的原种草
莓苗，带回到适宜栽种的镇江句容白
兔镇。

农民不懂技术，他就免费教授；农
民心里没底，他就无偿兜底。种植成
功的第一年，白兔镇的草莓收益就超
出常规农作物两倍，赵亚夫将农科所
的研究方向果断转向高效农业。

葡萄、有机桃、有机水稻……多年
来，赵亚夫的农业科技项目送到哪儿，
致富的种子就播到哪儿。

武进、丹阳、宜兴……无论调任到
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他坚持不收指导
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

“三不”原则，发展起很多10万元户、
50万元户、百万元户。退休后他依然
闲不住，又担任起句容市天王镇戴庄
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提起往事，戴庄村党委原书记李
家斌不禁感慨：赵老说发展有机农业，
桃子种出来能卖五块钱一斤。老百姓
听到之后说，“那个老头子瞎讲，我们
的桃子一块钱卖三斤，你五块钱一斤，

不是天方夜谭吗？”
赵亚夫淡淡一笑，默默带着农科

所的专家在流转的175亩岗坡地建起
示范园，教农民技术，还付农民工资。
不久，“天方夜谭”变为现实，村民们主
动加入了种植大军，有机水稻、蓝莓、
无花果的亩产收入比常规栽培提高了
四到五倍。

经过多年发展，戴庄村的年人均
纯收入增长到3.75万元，“戴庄经验”
因地制宜向全省推广。

“要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农业
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如今，穿梭在田间地头，赵亚夫时
常会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脚步
停不下来。

每年有上百天，他都穿梭在田间
地头，撰写十几万字的科普读物，却没
有时间写论文，研究员职称评定硬是
评了三次才通过。

有人不理解，赵亚夫却说，知识分
子可以有两条路，一条是“顶天”，搞发
明创造，一条是“立地”，扎根农村解决
农民的难题。“牢记总书记的勉励，这
一生就让我选择‘扎根大地’吧。”

2021年，越光有机再生稻在戴庄
村规模化种植获得成功，在不使用任
何农药化肥的情况下，每年收两季，每
亩年产量能到1000斤。

戴庄的生态农业之路越走越宽，
赵亚夫的腰腿病却日益加剧。一次去
农技讲座的路上，他旧疾复发，痛得腿
都伸不直。

搀扶他的工作人员记得，上到三
层教室需要爬44级台阶，每爬一级都
能感受到赵老身体的颤抖……

“只要还干得动，就要把更多更好
的成绩写在更广阔的大地上！”他说。

（新华社南京10月10日电 记者
刘宇轩 黄垚）

“把成绩写在大地上”

人社部关停14个
“山寨证书”查询网站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王优玲 姜
琳）记者10日获悉，根据网络巡查和群众举报情
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有关部门查实并
关停了14个仿冒网站，其网站名称、网址及页面内
容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官方网站高度相似，容易
误导社会公众。目前，上述14个网站均已被关停。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联合有关部
门持续加大对“山寨证书”的打击力度，对发现的
仿冒网站等线索，查实一个关停一个，切实维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印
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网络治理工作
的通知》，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进行网络治理。

国家发改委：

本次国内汽油、柴油
价格不作调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安蓓）国
家发展改革委10日称，因国际市场油价震荡运
行，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国内汽
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自2022年9月
21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震荡
运行，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10月10日
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9月21日前10个工作日
平均价格相比，调价金额每吨不足50元。根据《石
油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本次汽油、柴油价格
不作调整，未调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这位负责人表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
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
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
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
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
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10年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
总量增加9486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魏玉坤）国
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
总量达到46773万人，比2012年增加9486万人。

报告显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有力。2012年
至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由26261万人增至
29251万人，农民工就业规模平稳增长。针对困
难群体，不断加强就业帮扶。2012年以来，平均
每年有超过550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超过
170万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约5万户零就业家庭
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2021年，我国第
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为 17072 万人、
21712万人和 35868万人，占比分别为22.9%、
29.1%和48%；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比
2012年分别下降10.6和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占比上升11.9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
产值结构的协调性明显提高。

■ 新华社记者

破晓时分，熹微晨光中，中国人民
大学 2022 级新生登上天安门观礼
台。雄壮国歌声中，青年学生们身着
红色上衣，庄严肃立，见证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

这是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于党的
二十大召开前组织的特别活动，也是
丰富新生军训形式的重要内容。“五星
红旗迎风飘扬，我心潮澎湃，深刻体会
到青年梦与中国梦的同向同行。”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林泽玮这
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今年5月，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
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
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一段时间以来，广大青年学生激
扬青春风采，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用青春的
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
湃春潮。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
业成败。这是理想信念愈发坚定的新
时代青年——

湘江之畔，湖南大学校园内，岳麓
书院历经千载依然弦歌不绝。

身为学校“博士理论宣讲团”成
员，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学生许二朋
积极组织学生党支部开展丰富多彩的
主题党日活动。

“我们通过开展‘领学正当时，喜
迎二十大’‘理论半月谈’等主题党日
活动，带领支部党员了解党的百年发
展历程，回顾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成
就，更好树立为祖国拼搏奋斗、赤诚奉
献的坚定理想。”许二朋说。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目光
所至，五星闪耀，愿以吾辈之青春护卫
盛世之中华。”9月12日，在河北邢台
学院，一场以“青春献礼二十大，强国
有我新征程”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引发
同学们的热议。

“以青春之我贡献伟大时代”“我
们必须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不负党
对青年的期盼”……直播平台上，学
生们用这样的评论表达自己的思考

与感悟。
参赛选手张冰堰说：“能够有这样

的机会展示广大青年学子对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的期盼和祝福，讲述新时
代青年的理想与奋斗，是一件令人自
豪的事情。”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
荣属于青年。这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
新时代青年——

最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
究生陆宁玥总是忙碌到深夜。作为学
校团委机关报《复旦青年》学生骨干，
拿出一期精彩的“党的二十大特刊”，
是她目前最关心的事。

陆宁玥介绍，在学校老师指导下，
她和同学们已经完成了“党的二十大
特刊”策划，计划用72个版，呈现“大
会报告全文解读”“复旦师生与他们的
行走道路”“复旦师生与他们的青春时
光”等内容。

“为做好这期特刊，我们用大量时
间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广泛访谈
奋战在科学研究、创新创业、乡村振
兴、边疆建设等各条战线的复旦师生、
校友。”陆宁玥说，“越是沉浸在这份工

作中，就越心潮澎湃，对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感到自豪。”

广袤的青藏高原，青春的绚丽之
花同样为时代绽放。

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查阅党史学
习资料……青海大学地质工程系学
生闫筱勐每天都要抽出时间为自己

“充电”。
“今年以来，学校开展了‘喜迎二

十大主题团课’等系列活动，学院也
组织优秀学员代表发言交流。”闫筱
勐说，作为院系团总支副书记，自己
在学习工作中更加深刻领会到，要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练好扎实的
基本功，用所学知识为雪域高原作出
贡献。

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
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
起。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进的新时代青
年——

今年3月，甘肃培黎职业学院健
康管理学院学生王佳琳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如今已成为一名入党
积极分子。

“身为一名职业院校的学生，我立
志要练就过硬本领，守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人
生中有所作为。”王佳琳说。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
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
奋斗和奉献。

秋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洋溢
着青春的风采。

“我在北京迎二十大”祝福、“青
春献礼二十大”平面设计大赛……围
绕“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主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组织
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学生争
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
青年。

奋进新时代，青春正当时。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
院学生史荻薇话语铿锵：“太空探索
永无止境，青年的奋斗也永无止境。
我要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
我’中，认真学习航天知识，弘扬航天
精神，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
争先。”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
——青年学生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