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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遗失声明
兹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文昌市支

行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

证书及副本、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

（证号：工法证字第 210500414

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副本（代

码：32410149X），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圣桥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F8BU1P）遗 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公章、合同

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李文成）

法人章，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椰城若谷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563788708）于2020年

12 月 10 日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王茂辉遗失海南新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四季康城二期

C区11栋一单元1706房的购房

收据一张，金额：709423元，日期：

2017年10月1日，收据号：XRF-

0010283，声明作废。

●柯金英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期

11#906 房的收据一张，编号：

1009842，金额：4122.7元，特此声

明作废。

●新达（昌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琼D5559挂牌道路运输证，证号：

469026060594，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徐记奶茶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9003MA5RQ9T52B，

声明作废。

●保亭三道镇初级中学食堂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292054177，现声明

作废。

●卢庆平不慎遗失海南万宁石梅

半岛35地块29号楼2单元202室

的 定 金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17102943，金额：50000元整，声

明作废。

●万宁南林新一家超市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4690061293193，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阿海火锅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81990257，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龙家狗肉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0003220，声明作废。

● 张 深 秋 ，身 份 证 号 码 ：

150102196005154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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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0258的

会员卡、会员证、会员转让过户申

请书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一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
海南裕生置业有限公司太极度假
休闲中心项目位于澄迈县老城镇
盈滨半岛，项目于2009年已建成，
但由于历史原因至今未办理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望海南双
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看到此信息
后于7日内与我司联系配合办理
相关手续，谢谢！
联系电话：15537350558。

声明
海南裕生置业有限公司太极度假
休闲中心项目位于澄迈县老城镇
盈滨半岛，项目于2009年已建成，
但由于历史原因至今未办理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望海南有
色工程勘察设计院看到此信息后
于7日内与我司联系配合办理相
关手续，谢谢！
联系电话：15537350558。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
劳人仲裁字〔2022〕第 86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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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83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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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6日

公告
请如下原企业的党员自公告之日
起一周内（截至2022年 12月 13
日）与我公司党建工作部联系。逾
期未联系的，将按有关规定予以组
织处置。海南正合集团公司：高文
洋、郭安雨、姬向宇、李纯、梁玉珍、
庞岩、王加莉、魏世荣、张金牛、张
明富、张青林、赵锁清、宫开增、李
新发、郭文华、郑明利、胡成明、苏
东华、于鹏、曲海燕、方跃、罗长
利。海南省农牧业总公司：秦思
文。特此公告。地址：海口市龙华
区龙昆北路2号，联系方式：杨培
培68589811、68520361。
中共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委员会

2022年12月6日

双拥路9号墓地迁坟公告
因双拥路9号部队营区内土地征
拆需要，需迁移该项目用地范围内
的坟墓。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双拥路9号部队营
区内（海事局海口航标处旁）。二、
迁坟规定：按照《海南省殡葬管理
办法》（1996年6月4日海南省人
民政府令第90号发布）执行。三、
迁坟期限：自即日起至2023年 5
月5日止。自公告之日起，请坟主
亲属联系我部或海秀区街道办工
作人员。逾期未迁，视为无主坟处
理。61980 部队联系人：程先生
13111912939；海秀区街道办联系
人：陈先生13016293379。

中国人民解放军61980部队
2022年12月6日

通知
塞莎（海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就变更监事事宜，于2022年12月
23 日上午 8 时在公司召开股东
会，特此通知全体股东。联系电
话：13806048957。

和泓·海棠府清退通知
尊敬的高珊女士：您好！因您未按
《和泓·海棠府订房确认单》约定支
付二期11-1-602预约登记费，我
司于2022年6月6日发出《预约登
记清退函》，您已于同日收到该函
件，我公司决定：（1）解除双方预约
登记申请，您所预约的房屋将另行
登记给其他人；（2）请您尽快联系
置业顾问办理相关退款手续。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7日

公告
海口龙华区华城表业行：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珍珍、王和利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 528、743号）已审理终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532号
海口市琼山区民政局现向我局申
请土地证遗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
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事处
云露社区高登西街34号，土地面
积为334.7平方米。经调查，该申
请人持有的琼山国用（府城）第
0449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
登报遗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
上述土地证将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
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特
此通告。联系人：詹先生，电话：
65809392。 2022年12月2日

●程晓航不慎遗失琼BD57546车

牌号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

输证，证号：460200213270，有效

期：2023年2月，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东阁镇侠夫村民委员会

坡头七村民小组遗失文昌市东阁

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2445701，声明作废。

●李泰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 书 ， 注 册 编 号 ： 琼

246121506127，声明作废。

●文昌重兴恒平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173587，声明作废。

●万宁市公安局兴隆分局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908303，现声明作废。

● 邓 萍 ，身 份 证 号 码 ：

522601196309110065，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编号为D000140

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和会员转让过

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易康广告设计部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创新国研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新友市场营销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徐少华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319780419061X，现声

明作废。

●澄迈县桥头中心幼儿园不慎遗

失非税缴款书（普通电脑票）票据

一张，票号：0523122526，现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儋州市那大新理念幼儿园（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69003069668
316K）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成立，
由丁衍东、孔蕾蕾、许富珍、古翠春
组成，清算组负责注销前的清算工
作，清算组负责人（组长）为丁衍东。
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清算组地址：海南
省儋州市那大镇那恁路150号，联
系人：丁衍东，电话：13976296765。

北京君都（海口）律师事务所

注销公告
北京君都（海口）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号：31460000MD02467024，
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公告如下：北京君都（海口）律师
事务所自公告之日起45日后全面
停止执业，事务所相关证件、印章、
资料全部失效。请各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北京市
君都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逾期不
提出视为放弃。联系人：李玉环，
电话：18210109627。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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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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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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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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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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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收购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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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公 告

通 知

清算公告
海口创目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龙华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T9GHG48）清 算
原因：注销。现申请注销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清算组由：舒玉沁、郭旭
华、许仕琼、潘云、冯艳翔、王夏豪、
韩冬玮组成。清算期间：2022年
3月15日至2023年1月20日，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蔡
煌玲，电话：13687580213，地址：
海口市海垦路金山小区兰玉阁一
楼，邮箱：309476996@qq.com。

比选公告
海口国家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提
升改造项目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
选定项目施工单位，有意愿参加的
单位请携带本企业法人代表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件
到我司报名了解情况，以便我司确
定拟邀请对象，开展比选工作。报
名时间：2022年12月7日9点整
～2022年12月9日17点整，逾期
不受理。报名地点：海口市南海大
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创业孵化
中 心 9 楼 。 联 系 方 式 ：吴 工
0898-68541508。海口佳和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7日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中心渔港周边海域岸线修复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经编制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
息 公 告 ，详 见 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
龙工：0898-88835088。

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声明
海南裕生置业有限公司太极度假
休闲中心项目位于澄迈县老城镇
盈滨半岛，项目于2009年已建成，
但由于历史原因至今未办理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望陕西省
冶金设计研究院看到此信息后于
7日内与我司联系配合办理相关
手续，谢谢！
联系电话：15537350558。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建项目中绿色建筑占比达
100%，高铁站站顶和高速公路可光
伏发电，村民提篮购物、垃圾分类、物
品再利用形成习惯……这是记者近
日在河北雄安新区看到的场景，正处
于大规模建设阶段的雄安将低碳理
念延伸到各个方面。

站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广场北
望，一座朱红墙体、灰色飞檐的建筑
进入视野。据介绍，以其为主体构成
的城市建筑群，实现绿色建筑三星标
准全覆盖，部分楼宇还实现超低能
耗，年节约用电共计1100万千瓦时。

雄安新区还形成“原材料无废工
厂—绿色建筑—建筑垃圾再生利用
建材场”的绿色建设链条。位于容西
片区的混凝土搅拌站，采用全封闭生
产、集中除尘、地源热泵等工艺和技
术，较传统搅拌站降低了30%以上的
能耗和60%以上的碳排放。位于容
东片区的再生利用建材场年处理建
筑垃圾能力达70万吨，产生的再生
料可用于堆山造景和工程填垫。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局负责人介
绍，新区新建项目中绿色建筑占比达
100%，其中新建城镇建筑执行二星
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新建政府投资
及大型公共建筑执行绿色建筑三星
标准。

生态环境部 2019 年公布首批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雄安新区作为
新区代表参照执行。近年来雄安聚
焦“存量无废化、建设无废化、发展无
废化”的目标，努力打造一座“低碳生

长”的未来之城。
冬日的阳光照射在京雄城际铁

路雄安站站顶4.2万平方米光伏板
上，闪闪发光。这里采用“光伏建筑
一体化”的方式设置发电系统，自
2020年12月正式并网发电以来，已
累计发电超过1000万千瓦时。

“光伏+”的绿色实践在雄安新区
并不鲜见。在荣乌高速新线雄安段，
利用路基边坡、收费站等安装光伏组
件，每年可发电5300万千瓦时。

千年大计从“千年秀林”开始。
五年多来，新区累计造林46.9万亩，
森林覆盖率由11%提高到34%。作
为千年秀林的一部分，林地面积超过
1000公顷的雄安郊野公园，每年便
可新增碳汇1万吨。

绿色低碳理念从城市延展到农

村，雄安新区在三县选取25个乡村
开展“无废乡村”建设。坐落于雄县
龙湾镇的胡各庄村，曾是生活垃圾随
处可见的落后村。为了改变这种局
面，胡各庄村通过积分奖励制度，让
村民自发自愿保护家乡环境。

“我们探索积分制管理与提篮购
物、垃圾分类、物品再利用等行为挂
钩，建立适合农村固体废物管理的长
效机制，推动农村生活端固废源头减
量。”胡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温波说。

据了解，雄安新区对三县乡村生
活垃圾进行清理，河道和村庄共排查
并清运各类垃圾344.5万立方米。形
成城乡环卫一体化运营模式，实现新
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初冬的白洋淀飞鸟翔集、如诗如
画。乘船向淀深处驶去，便来到了白洋

淀唯一不通陆路的村庄——王家寨。
“过去村里各种生活污水都是往

淀里排，污水横流。取暖做饭全靠
煤，每到冬季，水面漂来浩浩荡荡的
运煤船，黑压压一片。”王家寨村党支
部书记王军回忆说。

而如今，各户下水口全部接入管
网统一经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王家寨告别了“黑煤球”，
完成绿色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建设，
成为全电绿色生态景区。

近日，雄安新区绿色低碳与能源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宣布成立，他们将
强化顶层设计、聚焦重点领域高质量
构建标准体系，带动这座新城“低碳
生长”进入新的阶段。

（新华社石家庄12月6日电 记
者张涛 刘桃熊）

感受“低碳生长”的律动
——河北雄安新区采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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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我食堂，刷你餐卡”
——湖南郴州市县乡机关
食堂“一卡通”力戒餐饮浪费

米饭一碗，水煮芋头、辣酱鱼块、辣
椒炒鸡各一勺。这是湖南省郴州市安
仁县妇联副主席陈安11月30日在安
仁县灵官镇机关食堂的工作午餐。

当天，因为工作需要，陈安与安仁
县多个县直单位的10余名干部职工来
到灵官镇。陈安等人自行刷卡，与灵官
镇干部职工一道在食堂大厅用餐。

据了解，郴州市自2021年11月开
始推行“机关食堂一卡通”系统。在开
通这一系统的郴州各级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伙食补助资金被拨付到干部职
工的餐补专门账户内。持卡人可在当
地任何一个开通“一卡通”系统的机关
食堂刷卡消费。2022年9月，灵官镇成
为郴州首个开通“一卡通”系统的乡镇，
当地公务接待压力随之减轻。

“过去开桌餐接待，难免造成浪费。”
灵官镇党委书记周志雄说，有了“一卡通”
系统，郴州市县两级公务来客很多选择
刷卡用餐，降低了灵官镇机关运行成本。

安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刘
妍婷认为，除解决机关工作人员下乡工
作期间用餐问题，“全城通刷”还很好地
解决了同城公务误餐问题。“吃我食堂，
刷你餐卡，双方都省心。”她说。

据了解，“一卡通”系统除面向就餐
人员的功能外，还可以提供就餐管理、
统计报表等，协助相关单位规范食堂经
费管理、明晰餐补资金流向。

截至11月底，郴州市“机关食堂一
卡通”系统已覆盖市县乡三级600多个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用户超3万人。
（据新华社长沙12月5日电 记者谭畅）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张泉）农作物
在种子成熟期，如遇连阴雨不能及时收获，常会出
现部分籽粒在穗上发芽的现象。穗发芽严重影响
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我国科学家日前找到了调控
水稻、小麦穗发芽问题的一对“开关”，有望为避免
穗发芽导致的大规模农业损失提供解决方案。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储成才研究员团队和高彩霞研究员团队完成，
相关成果6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在
线发表。

“种子休眠是指种子在适合它生长的条件下
仍不能发芽的现象。然而，作物驯化过程中，由
于更多考虑高产、优质、抗病虫等性状，常常忽
视了对种子适度休眠性状的保留，从而导致很多
作物如水稻、小麦会发生穗发芽现象。”储成才
介绍，找到作物控制种子休眠的关键基因，阐明
种子休眠调控的分子生理机制，对避免穗发芽灾
害至关重要。

然而，种子休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农艺性状，
受到大量基因位点的调控，因此，克隆调控种子休
眠基因一直以来面临诸多瓶颈。

储成才团队通过利用强休眠的水稻品种“卡
萨拉斯”和弱休眠水稻品种“日本晴”构建染色体
单片段代换系，成功从强休眠水稻品种中克隆到
一个控制水稻种子休眠的关键基因SD6，并证实
了SD6负调控水稻种子休眠。通过筛选SD6互
作蛋白，团队发现了另一水稻转录因子ICE2，且
ICE2正调控种子休眠。

储成才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水稻易穗
发芽品种“天隆619”“武运粳27号”以及“淮稻5
号”中的SD6基因进行改良，发现改良的水稻材
料在收获期遭遇连绵阴雨天气，其穗发芽情况显
著改善。

高彩霞团队对小麦品种“科农199”的TaSD6
基因进行了改良，也大大提高了小麦穗发芽抗性。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SD6在水稻、小麦穗发
芽抗性育种改良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SD6和
ICE2两个基因有望在解决穗发芽问题、降低农业
损失中发挥重要作用。”高彩霞说。

科学家找到调控水稻、
小麦穗发芽的“开关”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镇头村稻田里的
水稻。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日说，中国
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为全
球发展提供动力和机遇。孤立中国、
限制对华合作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毛宁是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德国总
理朔尔茨涉华表态答问时作出上述表

示的。
有记者问：日前，德国总理朔尔茨

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中国的崛
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
对华合作的借口。他同时提到，当前世
界没有进入“新冷战”，不认同中美将进
行对抗的观点。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我们注意到朔尔茨总理的有关
表态。”毛宁说，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
力于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事实证
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
长，为全球发展提供动力和机遇。

她表示，孤立中国、限制对华合作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今世界，经
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互利共赢是
人心所向。中国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
体系深度融合，世界不会退回到相互
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任何国家都
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脱钩断链”“小
院高墙”损人不利己。

毛宁表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将
继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
享发展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会见朔
尔茨总理时指出的，中国始终以自身
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发展
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

外交部发言人：

孤立中国、限制对华合作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