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环卫工人节

“环卫橙”守护“琼海绿”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通讯员 林子睿

10月19日下午5时许，在琼海市阳江镇阳
江中心小学附近，环卫工人张梅金戴着草帽，弯
着腰清理下水道口。一场大雨刚过，不少落叶
堆积在排水口处，雨水无法及时排走。眼看积
水越来越深，张梅金便徒手清理。“我得赶紧把
落叶清理一下，不然又会堵住。”张梅金说。

受台风“纳沙”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琼海迎
来新一轮强降雨。冷清的路面，总能看到穿着亮
橙色衣服的身影——环卫工人忙着清扫残枝落
叶、淤泥，处理卫生死角里的垃圾，疏通堵塞下水
道的淤泥，解决路面积水问题。

这支在大雨中守护着琼海环境的队伍，来自
琼海市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除了负责城
市环境清扫，这支队伍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海
上美容师”。在潭门、长坡、博鳌等琼海多个沿海
乡镇，沿海养殖是当地居民重要经济来源。为守
护共同的海洋环境，琼海市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成立多个突击小组，深入海防林内开展垃
圾全面清理整治。

在无遮无挡的海岸线上，琼海市龙马环卫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环卫工人正埋头清理海岸线上的
生产生活垃圾以及被海浪冲上来的腐烂海草。不
论烈日当空还是阴雨绵绵，他们都拿着铁耙，沿着
海岸线搜集清理海漂垃圾。

琼海市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还加大硬
件设备投入，配备作业船只6艘、沙滩清运车1
辆，每日出动环卫工人80人次，日清理近岸滩涂
垃圾和沿海防护林积存垃圾超2.5吨。

在琼海市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治理
下，琼海海岸线环境卫生有了明显改善。琼海市龙
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超表示，在继续
强化海岸线环境卫生治理的同时，该公司也将努力
打造一流、整洁、舒适、优美的琼海村镇环境，以“巡
查重点工作，强化一线检查”为抓手，促进琼海环境
卫生事业发展。 （本报嘉积10月20日电）

本省新闻 2022年10月2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刘乐蒙 美编：孙发强 检校：叶健升 邝才热A07 综合

■■■■■ ■■■■■ ■■■■■

遗失声明
上海广播电视台海南记者站

《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登记证》副
本不慎遗失，证号：新地证第琼
〔2020〕C0047号，特此登报作废。

上海广播电视台
2022年10月21日

遗失声明
三亚龙士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乐橙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高超）法人
章，声明作废。
●海口市钟诚小区业主委员会遗
失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昌江深海渔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琼昌渔22087号渔船的渔业船
舶 检 验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3302000200558，声明作废。

●三亚金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
RD2Y38D）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名城建材材料场遗失
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投促局钱龙不慎遗失海口市
行政办公区出入证，特此声明作废。
●刘云州遗失坐落于海南省白沙
县牙叉镇东路学圆小区 1#2#幢
401房的不动产登记证明，证号：
琼〔2016〕白沙县不动产证明第
0000039号，声明作废。

●刘云州遗失坐落于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东路原包装厂内学圆小

区1#2#（幢）401号房的不动产权

证书，证号：琼〔2019〕白沙县不动

产权第0000053号，声明作废。

●晋城市山雄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40525168385872R，
声明作废。
●东方鼎财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GN1339）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2022〕琼01执2687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李智与
被执行人张宁国内非涉外仲裁裁
决一案中，拟将被执行人张宁名下
的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中的1070000股及该1070000
股在2014年7月25日之后产生的
所有送股股份 706510 股合计
1776510股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
人李智名下。对上述股权的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7日
内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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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公告
海南菜等等农产品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陈霜等21人
与被申请人海南菜等等农产品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案，定于2023年1
月18日上午9:00开庭审理（海劳
人仲案字〔2022〕第 996～1009、
1071、1072、1089、1202～1204、
1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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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21021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11月1
日上午10:3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
厅按现状公开拍卖：委托人处置的
库存商品、半成品、原材料和周转
材料等存货资产。标的展示时间：
自见报之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05:00 时止。参考价：
18.6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人民
币。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0月
31日下午05:00时之前来我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
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
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电话：
13519892888。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1021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11月5日上
午10时至2022年11月6日上午
10 时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
7656fhh.store/s/FL4oZX）上 公
开拍卖：1.PIAGEL手表2块；2.沉
香木雕1件。有意者请登录和注册
阿里拍卖报名参与。网页版公告及
须知、说明是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咨询通道：0898-31982239，地址：
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昌江深海渔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琼昌渔22088号渔船的渔业船
舶 检 验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3302000200557，声明作废。
●王丽娟于2022年10月19日不

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100196806260927，特此声明。

●澄迈金盛房产测绘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76039

1024R）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三亚健盛文化传媒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儋州市新州镇中心学校第二食
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73G50409281J）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号编号：JY34690031125187，特
此声明作废。
●琼海博鳌金色鳌苑便利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90020022213，特此
声明作废。
●门修身不慎遗失军官证，证号：
军字第 1015137 号，特此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公告送达

●章晓洪遗失坐落于陵水县光坡

镇香水湾B区移辇地段富力湾D

区沙滩别墅D6栋的房权证，证号：

陵房权证陵水字第20150832号，

声明作废。

●查欣颜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
镇清水湾珍珠海岸花园海逸阁
307室的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
陵水字第20155839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儋州市雅星镇乐满村
委会遗失儋州市农村合作联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3631401，声明作废。
●海南创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儋
州分公司工会委员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81469003MC4714266X）
不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儋州中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40511801，声明作废。
●儋州聚业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943G05E）遗 失
（覃桂林）法人章，声明作废。
●临高县皇桐镇和伍村民委员会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赛德思（海南）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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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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英站

6537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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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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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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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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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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长久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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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

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

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

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围绕

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

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

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

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

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保

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

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

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

子公司）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

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

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

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私

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

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

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和

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

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持

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
司）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

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

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

须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实名或匿名，但为尽快

了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提倡

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

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一）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号国

家开发银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二）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号国

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570311）

电话：0989-68728345
电子邮件：xfjb.hn@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
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2年10月21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 本报记者 罗霞

近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迎来重
要进展，2家离岛免税店获批设立。

得知这一消息，广东省茂名市委
常委崔剑十分高兴。来琼挂职期间，
离岛免税是他辛勤耕耘的领域之一，
如今他虽已结束挂职，却仍关注着海
南的发展动向，心系着服务自贸港。

2020年10月，为支持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崔剑从广东到海南，成
为中组部选派第三批来琼挂职干部
的一员，挂任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同时任现代服务业组团团长。

“过去的两年，我们和自贸港同呼
吸、共命运。我们的心，将永远和海南
自贸港在一起。”崔剑的这一席话，道
出了现代服务业组团成员们的心声。

组团挂职，是中组部选派干部挂
职的创新方式。现代服务业组团共有

崔剑、徐于棋、温建国、刘剑、吕良伟、
梁颖、陈枫等7名成员，以广东派出干
部为主体，分别挂职于省商务厅、省贸
促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及海口市、
三亚市、儋州市商务、投促部门。两
年的时间里，该组团认真履职尽责，
主动作为，积极推动海南现代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
湾区联动发展，工作取得明显实效。

组团成员结合岗位职责，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依托派出单位资源，全
力以赴落实重点任务，扎实推动海南
现代服务业发展。在自贸港政策研
究和制度集成创新、对外贸易和口岸
建设、会展业发展、营商环境建设、招
商引资、媒体改革等领域积极作为，
着力推进离岛免税购物、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消费增量提质、保供稳
价等方面工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
献智慧和力量。

他们奋战在海南自贸港制度集
成创新一线，提出不少现代服务业改
革建议。崔剑提出的关于推动海南
现代服务业增量提质加快发展的建
议，对推动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陈枫关于建设新型主流
媒体集团的建议、徐于棋关于海南离
岸贸易发展及自贸港国际船舶登记
制度的建议、刘剑关于完善三亚招商
引资体制的建议、梁颖关于海南会展
业发展的建议、温建国关于海南跨境
电商发展的建议、吕良伟关于儋州跨
境电商等发展的建议，从不同角度积
极助力海南发展。

他们积极推动自贸港政策体系完
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生效。在组团
的参与和推动下，海南自贸港一系列政
策措施陆续出台。从消费，到贸易，从
招商引资，到重点产业，不少领域都记
录着现代服务业组团所作出的努力。

他们多方加强自贸港产业招商，
推动一批高质量现代服务业项目落户
海南。顺丰、华为等企业与海口市达

成合作；云南白药、紫金矿业等企业落
户三亚；盐田港、阿里巴巴、顺发物流、
京东等一批物流项目落户儋州……

他们当好琼粤合作桥梁纽带，海
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结出更多务实成果。组团成员注重
发挥区域合作优势，促成一系列“政
企协媒”多层次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一批合作达成，为开创组团挂职新模
式探索路径。

回首过去的两年，现代服务业组
团成员们感触良多：“这段最充实、最
难忘、最宝贵的经历，激励着我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我将继续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
海南自由贸易港联动发展”……

“两年前，我们来到海南工作，身
上有了新标签：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
干部。两年后，这张标签已变成铭记
在心的荣耀和骄傲，和对自贸港建设
沉甸甸的责任和牵挂。”崔剑说，“建
设自贸港的责任，将永远在我们肩
上。”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

海南挂职干部现代服务业组团：

以实干实绩推动海南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先进事迹展播

本报万城10月20日电（记者孙
慧）10月20日下午，全省防汛防风及
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在万宁市召开，
分析研判“纳沙”残余环流和强降雨发
展形势，对当前的防汛防风和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

会议指出，我省启动防汛防风
应急响应已持续 5天，今明两天防
汛形势依然严峻。各市县、各部门

仍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始终坚持
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慎之又慎
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做到思
想再重视、措施再落实，层层压实各
级防汛防风和安全生产责任，牢牢
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全
力以赴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
失”的目标。

会议要求，一要加强巡查，防范

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加密低洼
易涝点、地质灾害隐患点、漫水桥等
重点区域的巡查值守，及时转移受
威胁人员，同时做好转移避险人员
安全管理，严禁在危险解除前擅自
返回；二要严防死守，强化安全生产
领域风险管控，特别是降水少的市
县，要把重心放在安全生产工作上
来，盯紧看牢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

等重点行业领域，坚决把风险防控
住，全力以赴确保安全生产攻坚月
行动取得实效；三要慎终如始，加强
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各市县、各部
门继续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要重视信息报送工作，坚决
防止迟报、漏报和瞒报；四要统筹做
好恢复生产各项准备工作，防汛防
风应急响应终止后，要及时修复水

毁工程，组织渔船渔民有序出海，恢
复农业生产和渔业生产，咬定全年
的经济发展目标不放松；五要做好
三防和安全生产的总结报告工作，
汛情影响结束后，及时通过灾情报
送系统准确统计上报灾情，第一时
间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工作总结。

副省长刘平治出席万宁市主会场
会议并讲话。

全省防汛防风及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召开

强化风险意识 严守安全底线

全国首个百万千瓦级漂浮式
海上风电试验项目落地万宁

本报万城10月20日电（记者陈子仪 通讯员
吴小静）10月19日，万宁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力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拟在万宁共同建设全国首个百万千瓦级
漂浮式海上风电试验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230
亿元，建成后将为推进全省清洁能源岛建设和全
岛电网安全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万宁市委、市政府
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最高的效率推进协议
落地，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在
万宁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营造更好的环境。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黄婧怡 郭冬艳）海南日
报记者10月 20日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今年第20号台风“纳沙”已减弱为
热带低压，于20日停止编号。

省气象台预计，受偏东急流和

“纳沙”残余环流共同影响，21日，海
南岛东半部地区仍有强降雨。此外，
21日白天海南岛东部、南部海面仍

有9级阵风。请相关部门继续做好
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以及中小
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范及水库巡

查管理工作。
省气象局于20日 16时 40分继

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

我省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

海南岛东半部地区仍有强降雨

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
调整待渡区域
车辆须提前到达
指定地点待渡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
和港航管理局获悉，即日起，从海口新
海港、铁路南港过海的货车及小客车
须提前到达指定地点待渡，司机、随行
人员接受防疫、预约查验后方可进港。

据了解，根据出岛车辆疏运新要
求，滨海大道不再担负出岛车辆待渡
功能，使得出岛车辆待渡管理、进港秩
序发生了变化，司机旅客核酸查验也
进行了前置。

根据要求，前往新海港、铁路南港
的货车须在金沙湾片区、五源河体育
场片区待渡，小客车须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北侧（21号道路）待渡，司机、
随行人员接受防疫、预约查验后方可
进港。大客车和散客则在港口接受防
疫、预约查验。

过海司机旅客可关注交通运输部
门发布的港口疏运信息，预约购票，按
预约开航时间提前到达指定待渡停车
场。所有过海司机旅客须持有48小
时内一次核酸阴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