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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是一年中的黄金时
节。广大一线党员以只争朝夕的拼
劲、锲而不舍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
劲，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当第一缕晨光撒向大地，中铁十
五局集团沈白高铁项目建设工地已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沈白高铁大洋沟大桥施工现
场，中铁十五局集团五公司沈白高铁
项目党支部书记杜海波穿梭在工地
上，认真检查着每一道工序。在刚刚
过去的国庆假期，这位有着15年党龄
的“80后”一直坚守在工地，小到钢筋
绑扎，大到浇筑施工，他认真把好每一
道施工关口。

“身为党员，就该坚守岗位、冲锋
在前，用扎扎实实的态度交付放心工
程，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杜海
波说。

千里之外，银线飞架，电网纵横。
在1000千伏特高压浙福线江莲

II线，国网金华供电公司“蒋卫东带电
作业特战班”的成员们身穿厚厚的绝
缘服在离地高约100米的作业面，有
条不紊地开展带电消缺。

“带电作业挑战大，但能在用户
‘零’感知的前提下有效保障生产生
活用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蒋卫东说。32年前，他踏上电力
一线，立志“守护万家灯火”。如今，
他带领年轻一代的工人，以“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精神，守护
电力安全。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我们一定
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守护好祖国的能
源大动脉。”蒋卫东说。

把责任扛在肩头，用奋斗书写担

当。田间地头、城市巷陌，在喜迎党的
二十大的热烈氛围中，广大一线党员
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耕耘、扎根奉献，为
国家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一粒油菜种子会开出什么颜色的
花？一般是黄色的。而黄桃翠带领团
队让油菜花开出了五颜六色。几碗菜
籽才能榨一碗油？通常是三碗。而他
们却实现了“两碗菜籽一碗油”……

黄桃翠是重庆市油菜产业体系创
新团队首席专家。13年间，她专注于
一件事：破译为油菜赋能的科技密码。

为实现种源自主可控，黄桃翠和
团队交出亮眼的科技创新答卷：“庆油
8号”含油率高达51.54%，是目前国
内大面积推广品种中含油率最高的油
菜品种。“作为科研行业的一名党员，
我将继续奋斗在油菜科研一线，把油
瓶子拎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清晨的北京，7点刚过，快递小哥
刘阔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

2019年春节前夕，在北京前门石
头胡同快递服务点紧张工作的刘阔，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鼓励。“当时我刚装
完车，正在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看
望我们。他一把握住了我满是灰尘的
手，温暖又有力。”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刘阔说。

几年来，刘阔一直牢记总书记叮
嘱，努力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凭着
不懈努力，2021年6月，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未来我会更加努
力，用速度和真心将快递送到千家万
户。”他说。

深入企业生产运营一线，倾听意
见建议、研判解决方案……“真诚服
务”也是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产品经理孙鹏的工作信条。在掌握
大量一线数据的基础上，他和团队研
发出聚焦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
新”企业的线上服务生态系统，完成

“专精特新”培育认定5360家，汇集专
业化惠企服务1100多款，助力中小企
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创新方式改善营商环境，为中小
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是我作为一
名党员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孙鹏说。

在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
区，看图纸、接电话、跑现场，社区党委
书记李含荣干劲十足：“有老年居民为
主的老旧小区要改造，还要验收儿童
友好型社区。”

党员带头、居民共建。这个常住
人口3万多人、老年人占比超21%的
社区，获得过“2022年成都市老年友
好型社区”、四川命名首批省级“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多个称号。

“只要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我们就会全力以赴。”李含荣说。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广大
一线党员将继续大力弘扬奋斗精神，以
自己的拼搏付出、奋发进取，汇聚成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记者
樊曦 姜琳 周闻韬）

以奋斗书写时代荣光
——一线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弘扬奋斗精神

10月11日，中铁十五局集团五公司沈白高铁项目党支部
书记杜海波在工作中。 新华社发

“天宫课堂”第三课今日开讲
中国航天员邀请青少年朋友们

同步天地做实验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
者11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天宫
课堂”第三课定于10月12日15时45分开始，神
舟十四号飞行乘组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将面
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继续采取天地互动方
式进行，3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
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毛
细效应实验、水球变“懒”实验、太空趣味饮水、
会调头的扳手以及植物生长研究项目介绍，并与
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旨在传播普及载人航天
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天宫课堂”推出以来，已成功举行了两次
太空授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前期开
展的授课内容征集活动中，社会各界特别是广
大青少年通过新闻媒体、“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和载人航天工程官网踊跃建言献策，不少好的
创意设计脱颖而出，将在此次授课及后续活动
中陆续进行展示。

中国航天员真诚邀请广大青少年在地面同步
尝试开展相关实验，从天地差异中感知宇宙的奥
秘、体验探索的乐趣。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
魏玉坤 严赋憬）国家统计局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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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2012年增
加18618元，年均名义增长8.8%，扣
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6%。其

中，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之比为2.50（农村居民收入=1），比
2012年下降0.38，城乡居民收入相对
差距持续缩小。

报告显示，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政
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

镇居民。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47412 元，比 2012 年增长
9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31 元，比 2012 年增长 125.7%。
2013年至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收
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7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地区收入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与
2012年相比，2021年，东部、中部、西
部和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累计增长110.1%、116.2%、123.5%
和89.5%，年均增长8.6%、8.9%、9.3%
和7.4%，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年均增速
最快，中部次之。

根据报告，总体看，10年来，我国
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带动消费水
平持续提高，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100元，比2012年增加12046元，
年均名义增长8%，扣除价格因素，年
均实际增长5.9%。

国家统计局：

1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

今年前9月我国水利建设
完成投资创同期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刘诗平）
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11日表示，今年1月至9月，
全国水利建设完成投资8236亿元，创同期历史新
高，同比增长64.1%。

刘伟平在水利部当日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
上说，今年前9月，全国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42
项、投资规模超过1.9万亿元，均创同期历史纪
录；今年重点推进前期工作的55项重大水利工
程，已开工30项；江西大坳灌区等6项新建大型
灌区已开工，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645.5万亩。

水利项目开工数量多、吸纳就业能力强，大规
模水利建设直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水利部统
计显示，今年前9月，水利项目施工累计吸纳就业
人数209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71万人。

记者了解到，去年全国共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7576亿元，今年前9月已完成投资8236亿元，其
中有8个省份完成投资超过400亿元。

刘伟平说，今年前三季度水利建设完成投
资超过8000亿元，主要是用足用好国务院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在积极争取各级财
政投入的同时，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金融信贷、社会资本投入
水利建设。

遗失声明
儋城壹品小区业主自治临时小组
因保管不慎遗失浙江欧姆龙电梯
有限公司生产的电梯出厂合格证
（五台），编号：OMDX140844-
L10、OMDX140844- L8、OM-
DX140844-L5、OMDX140844-
L3、OMDX140844-L2，声明作废。
●儋州市大成镇南盛村民委员会
米地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账
号：1006242900000175，核准号：
J6410011908601，声明作废。
●张品遗失（川町太郎）潮立方
1F/A16-1号商铺押金收据两张，
收据编号：5196536，金额：1326
元；收据编号：0001070，金额：
26508元，声明作废。
●海南海椒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余景州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注册编号：琼246151607443，
特此声明。
●孙建兵于2022年7月20日不慎
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号码：
220581198006020364，声明作废。
●洋浦惠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光照因保管不善将琼〔2019〕
临高县不动产权第0006236号《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献达建筑物清洁服务
站（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BYLT2A6P）遗 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 邓 仁 强（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3199309170915）遗失二级
建造师资格证书原件（专业：建筑
工程），批准日期：2021.09.30，管
理号：46202101616，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广汇达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觉味小吃店（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106MA5T1QA291）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白驹律师事务所冯桦律师
于2022年10月1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4690201010335165，流水
号：11251554，现声明作废。
●胡照堂、吴福添因保管不善，将
《房屋所有权证》昌江县房权证石
碌镇字第10000876号遗失，特此
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何氏骨汤麻辣汤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62056837，声明作
废。
● 符 华 兰（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8912185623）不慎遗失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号 ：
201546001365号，声明作废。
●何开森于2022年5月16日在三
亚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交购车
订金2000元，因收据不慎丢失，现
声明作废。
●符洁聪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南仲村委会南仲一组林权证，
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010326
号，编号：B460801901202，现声
明作废。
●东方市旅游酒店与餐饮行业协
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9007090535059U，声明作废。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
只纳村民委员会不慎遗失海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046002200104，发 票 号 码 ：
02565319，金额：79543.96元，现
声明作废。
●洋浦金盾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洋浦金盾投资有限公司遗失（佟
悦卿）法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天贻健康养老服务中心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J6410027497701，（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儋州解放北支行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账 号 ：
21614001040010874），声明作废。

防伪公告
为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防止假冒
检测报告扰乱市场秩序，海南方圆
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及关联公
司三亚方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文昌方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东方方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儋州新方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万宁方园建设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自2022年8月1日起，在检
测报告右上角添加防伪二维码（住
建系统通用的建研二维码检测报
告除外）。该二维码可使用微信等
软件扫出检测报告具体信息，便于
客户核对报告真实性。以上解释
权归海南方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所有。 海南方圆建设工程
检测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2日

公告
我公司因出现经营问题，已被市场
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拟将公司
现有全部资产转移给公司全额出
资人三亚市房屋租赁服务中心。现
通知各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45日内向我公司书面申报债
权，在上述期限内无债权人申报债
权的，我公司将办理资产转移手
续。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0898-88293513。

三亚市房地产交易服务总公司
2022年10月12日

作废声明
海南省创业宏达生态渔业有限公
司因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和合同
章磨损，声明作废。

公告
单春庆：你未按时参加2022年 9
月26日公司召开变更法定代表人
为袁永杰的股东会议，现公告送
达，如有异议，请见报之日起15日
内向公司提出，逾期视为同意。
乐东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2022年10月12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2022〕琼01执1494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郑南
盛与被执行人林哲、叶秀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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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被执行人林哲名下位于海口市
南宝路 32- 1 号富骅大厦 A 座
A415房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HK092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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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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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尸公告
田基，男性，47岁，云南籍，身份证
号码：53252719750529007X，于
2022年6月15日送至我院救治，6
月 22日因病重抢救无效宣告死
亡。自本公告刊登后15天内，请该
患者的家属或亲人持相关证件来我
院办理认领手续，逾期则视为无主
遗体，我院将按照三无人员上报处
理。联系电话：0898-63827356 。

定安县人民医院
2022年10月11日

公告
海南鸿宇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月明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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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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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公告
海南创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符方宏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248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第590号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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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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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冠达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杨烨宇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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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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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2101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0月20日上
午10时至2022年10月21日上午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
拍卖平台（http://zichan.jd.com）
按现状整体公开拍卖：江铃牌JX6
466L一辆、尼桑牌ZN6454W1G4
两辆共三辆车。展示时间及地点：
10月18日至19日；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白驹大道劝拥西村汽车城
第二栋永霖快捷力汽车维修停车
场内。竞买人须登录注册京东账
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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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招租信息
现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
新城区汽车客运新站右侧1＃、2＃
商业楼两层商铺，房屋建筑总面积
2298.36m2（共 19 间商铺）整体
租赁，对外公开招租。欢迎意向承
租单位咨询、报名竞租。报名截止
时间：2022年 10月 16日 17:30，
报名及获取招租文件地址：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营盘路御景
商务大厦3楼（接待时间为工作日
上班时间）。
联系人：杨先生 陈先生
电话：0898-32911882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0日

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
各股东：本公司决定于2022年10
月28日上午9时整在公司召开全
体股东会议，决议更换公司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等事
宜，请各位股东准时参会，未按时
参会的，视为放弃表决权。
特此通知。

海南鸿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2日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海南猎人体育服务
有限公司定于2022年10月13日
13时30分在海南省东方市二环南
路西4巷1号（猎人体能馆）召开股
东大会。股东大会的议题为：讨论
决定变更法定代表人、公司营业执
照和印章保管事宜，未出席会议的
股东，属自动放弃表决权，望各位
股东准时参加，联系人：黄先生：
15347890611 。

海南猎人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海南旺润家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36MA5RD7
AF7K）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
至200万元，原股东占比（罗文超
占比95%，罗绪明占比5%）及债权
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天涯区思扬培训学校（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0204MJP2664
52F）拟向三亚市天涯区行政审批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校办理相关
事宜，特此公告。

●东方市书法家协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6900732404865XQ）
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副本一本（法定代表人：关贻芳），
声明作废。
●儋州市恒立小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469003798703660N）不
慎遗失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正本
一本（法定代表人：罗嗣湘），现声
明作废。
●海南省南天情慈善基金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3460000399251433P）不慎遗失
财政票据领购证一本，证号：省
00605，现声明作废。
●海南猎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90EE43H）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文仲不慎遗失五指山水岸别
墅F2房的房款收据一张，收据号
码：0000209；代收款收据一张，收
据号码：0007208 ，声明作废。
●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海口椰岛支行基本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2798607，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熟客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BJ610N）不慎遗
失合同章一枚，声明作废。
●临高宏辉热带水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28MA5RF14W2T）不 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
作废。
●海口东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一张合格证，车架号：
LFV3A24K1N3641674，合 格 证
编码：WAB092223641674，现声
明作废。
● 周 深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8609060810）不慎遗失
《新琼片区棚改项目征收货币化安
置协议》，登记顺序号：1676，编号
CC31，特此声明。
● 周 深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8609060810）不慎遗失
《新琼片区棚改项目集中购买住
房、商业用房协议》，登记顺序号：
1676，编号：CC31，特此声明。
●海南博纵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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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海口市港澳开发区仓库转让
占地面积22000m2，对外转让。
电话：18100968256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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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栋1层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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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招 租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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