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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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清算公告
三亚市吉阳区创业者协会拟进行清算，请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协会申报其债权债务，清
算结束本协会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减资公告、遗失声明 减资公告
晖易得（海南）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由

柒仟万元整减为壹仟万元整，请公司债权债务人于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三亚自云不锈钢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524198703088171,现声明作废。
★杜进遗失三亚棕榈滩东八栋301房的收据，房款金额
1841766元，公共维修基金8232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君锦滨海酒店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2835902，现声明作废。
★三亚尝甜果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 李 群 群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12829199012028461， 有 效 期 限 ： 2018.04.03—
2038.04.03，现声明作废。

根据《关于印发三亚市金鸡岭东方花园棚户区
危房改造项目回迁选房分配安置方案的通知》（天府
〔2021〕286号），选房前需回迁户做选房资格身份认
定，请未进行身份核验的回迁户持相关证明材料按
时到金鸡岭东方花园棚户区危旧房项目指挥部（原
银海酒店食堂（风华海月）楼下东侧）办理（联系电
话：88911086，联系人：孙彤）。

一、办理身份核验所需材料如下：
（一）本人办理。回迁户需持身份证原件复印

件、协议原件复印件；
（二）委托办理。代办人需出具委托书和代办人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回迁户身份证复印件、协议原件
复印件。

如 2021 年 12月 29日上午 9点前未办理身份核

验手续的，将无法参加本次选房仪式，由回迁户本人
自行承担相关后果。

二、76名未进行身份核验的回迁户名单及选房
顺序号：

姜在成（01）、温汝培（02）、林福瑞（03）、何卫国
（04）、王 凯（05）、邵 强（06）、赵 峰（07）、张淑玲
（08）、韩 芳（09）、翁晓清与张昭济（10）、姚永红
（11）、郑 平（13）、刘雪燕（15）、王桂清（16）、倪杏
初（17）、王雪琳（18）、王晓民（19）、徐淑华（20）、贾
秀英（21）、沈桢贞（22）、卢蕴涛（23）、刘君华（24）、
齐荣珍（25）、张亚莲（26）、陈家慧（27）、陈家红
（28）、朱艳屏（29）、陈 亮（30）、麦德洪（31）、孙 钺
（32）、韩敬云（33）、刘朋羽与刘欣（34）、张敬兰
（35）、滕素荣（36）、杨 帆（37）、江英模（38）、刘泽

澎（39）、唐 敏（40）、张惠岩（41）、宋明超（42）、齐
玉明（43）、王春海（45）、刘耐婵（46）、李 华（47）、
李上秀（48）、雷雅童（49）、刘家纯（50）、崔 玲
（51）、吴国平（52）、张梦泽（53）、王超棠（54）、李
源（55）、周 洁（56）、刘震宇（57）、郭 卫（58）、王允
铎（59）、孙跃岭（60）、李明强（61）、王建雄（62）、王
泽平（63）、王 曜（64、65）、彭 静（67）、葛俊民
（68）、贺运春（70）、郝兰香（71）、蔡建雄（72）、舒凌
芸（73）、姚廷裕（74、75）、三亚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78）、杜俐瑶（79）、郭 夏（80）、汪 钦（81）、员瑞恒
（82、83）、林 跃（85）、黄贵洲（86）、王秀芹（87）。

特此公告
三亚市天涯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7日

三亚市天涯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三亚市金鸡岭东方花园棚户区危房改造项目回迁户尽快办理

选房资格身份核验的公告

三亚示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贵公司于 2017年 10月 12日与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签订

《三亚市吉阳区政府办公大楼卫生间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

称《施工合同》），该工程已竣工未结算。为尽快完成工程款结算手续

及相关应尽的法定义务,我办多次致函请贵公司尽快准备好相关材

料，办理结算工程款相关事宜。而贵公司总以各种理由拖延，直至今

日仍未履行法定义务及职责，向我办提供相关材料，导致无法完成工

程款结算事宜。我办委托的法律顾问单位北京天驰君泰（海口）律师

事务所就贵公司不履行工程款结算的法定职责及义务的违约责任、违

约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特向贵公司致函。

我办依据《施工合同》记载的贵公司地址及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

式依法进行送达均未送成功。至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七日内，如贵公

司不前来我办领取《律师函》，视为我办依法已向三亚示阳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送达《律师函》，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三亚示阳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7日

公 告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三房预许字[2021]117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批准“国瑞·红塘湾”项目二期
E-38-1地块A9#、A10#、A11#住宅楼和A14#、A15#商
住楼预售，房屋地上建筑层数为5-10层，批准预售建筑
面积:23692.81 平方米(其中住宅 22387.02 平方米、商业
1305.79 平方米)，预售套数:236 套(其中住宅 222 套、商
业 14 套)，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湾旅游度假
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为: 琼 (2020) 三 亚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9348 号，由三亚景恒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开发建设单位必须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商品房预售。二、该项目
预售款监管银行: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监
管账号:6001585300199。三、该项目批准预售有效期为
3年(即 2021年 12月 24日至 2024年 12月 23日)。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12月 23日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三房预许字[2021]117号

2021年三亚市妇联寻找“最美家庭”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翟宏维是海棠区龙海村委会党总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13年，时年 25岁
的翟宏维到龙海村委会工作至今，一直
将村委会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用爱心
耐心细心，当好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作
为一名基层工作者，翟宏维时常提醒自
己要练好“五力”，“我把它总结为‘脚力、
眼力、耳力、手力和口力’，意思就是平常
要多走、多看、多听、多记录和多沟通。”

翟宏维是本村人，他深知村委会是社
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村委会主任更是直
接服务居民群众的第一人，“所以我们一
定要到群众中去，真正听取居民的声音，
并细心记录下来，想办法切实解决。”翟
宏维积极关注村民的需求，在村道路硬
化、路灯安装、征地拆迁、疫情防控等工
作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今年8月，龙海村启动入户征拆动员
宣传工作，翟宏维带领村“两委”班子成
员，与驻村包点单位、乡村振兴工作队和
征地组成员等组成征拆专班小组，挨家
挨户讲政策，充分尊重被拆迁户的知情
权，让他们了解安置补偿政策，尽量为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今年8月以来，龙海村
共拆除318户 408栋房屋，为海棠区下一
步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奠定基础。

“父亲年轻时也是村委会干部，先后
到藤桥糖厂、原藤桥镇政府工作，目前是
海棠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职员。他常常
教导我，工作中要担起自己的责任，奉献
出自己的力量，遇到问题不能退缩，要迎
难而上。”翟宏维说。

翟宏维能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离不开
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作为后盾。妻
子彭锦霞是福建人，今年31岁，曾在三亚
国际免税城工作多年，目前正与哥嫂筹
备经营生意，工作之余将家里打理得井
井有条。婆媳关系和谐，是邻里的典范，
彭锦霞对公婆很有耐心，也很关心，公婆
也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她，从没有红过
脸。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孙子常对爷
爷奶奶嘘寒问暖，他们以“家和万事兴”
为家训，家庭成员用勤劳、朴实和宽容共
同搭建了幸福的家。他们家庭先后荣获
党员先锋模范家庭、海棠区文明家庭等
称号。

翟宏维、彭锦霞家庭：

练好“五力”服务“大家”
本报记者 黄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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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家庭建设Sy

罗进清是天涯区满地可希望
小学教师，扎根乡村教育 26 年，
他潜心钻研教育教学方法，激发
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他爱生
如子，26年如一日免费为学生进
行课业辅导，深受学生和家长的
认可，罗进清的这种大爱情怀也
得到妻子胡丽云的赞同和认可，
她默默支持着丈夫的育人事业。
今年，罗进清、胡丽云家庭入选
2021 年三亚市“最美家庭”助人
为乐类型候选家庭。

罗进清是崖州区南山村人，
1996年，21岁的罗进清从海南民
族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原
育才乡那受小学，成为一名数学
老师。1997 年罗进清被调到原
育才中心小学，2002 年被调到满
地可希望小学。

多年从事小学数学教学，罗
进清总结并形成一套自己的教学
经验和模式。针对乡村学校学生
基础较差的现状，罗进清将抽象
的数学逻辑生活化，让孩子们在
日常买东西、计算称重中理解数
学的含义；与生硬记数学公式不

同，他会在课堂上花时间让学生
们深入理解公式，并在此基础上
加深记忆。在他的课堂上，看似
枯燥乏味的数学变得轻松活泼，
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他始终自勉，在教育中如果
缺乏对学生的关怀，那将使教育
变得苦涩、无趣。从教 26 年来，
罗进清利用课余时间义务对学
生进行辅导，人数多达数百名。

罗进清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
只 管 学 习 ，其 他 啥 也 不 要 操
心。”

苏天燕是罗进清的侄女，小
学阶段吃住都在罗进清家，罗进
清经常对她进行课业辅导。“叔叔
鼓励我多看书，还督促我写阅读
笔记、培养数学辩证思维。”在罗
进清的帮助下，苏天燕从小就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并且考上理
想的大学，今年还顺利考取了海
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罗进清乐于助人，多年来不
少南山村村民将孩子送来家里辅
导，他也分文不收。罗慧喧就是
其中之一，她是南山小学三年级
学生，每周末都会到罗进清家里，
接受免费课业辅导。罗慧喧说：

“平时不懂的问题，尤其是数学
应用题，罗老师都会耐心地教我
如何灵活运用数学公式进行解
题，让我收获很大。”对自己的一
套教学方法，罗进清也毫无保留
传授给年轻教师，让教育理念代
代传承。

（黄珍）

唐璐、崔玉鹏家庭是三代同
堂的大家庭，他们的儿子现在人
大附中三亚学校念初二，在这个
大家庭里，家庭成员用真心、善
心、耐心营造和谐美好的家庭生
活。今年，唐璐、崔玉鹏家庭入选
2021 年三亚市“最美家庭”孝老
爱亲类型候选家庭。

唐璐今年 38 岁，崔玉鹏今年
40 岁，都是黑龙江人。2004 年，
崔玉鹏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三
亚某驻地部队，在一次回老家探
亲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护士唐璐，
经过一年多的异地恋，2007 年二
人领证结婚，唐璐也辞去医院的
工作，与她的母亲一起来到三
亚。次年，儿子的出生给一家人
带来欢乐。2009 年，唐璐重拾老
本行，进入南部战区第二医院工
作，一干就是8年。2017年，唐璐
进入三亚市中医院工作，担任医
院体检中心副主任。2018 年，唐
璐的公公婆婆退休后也来到三
亚，这个6口之家就更热闹了。

崔玉鹏在部队服役 18 年，曾
荣立三等功一次，多次荣获优秀

共产党员、从严治军先进个人等
称号。2010 年，婆婆在照看孙子
期间突发阑尾炎，手术期间唐璐

守在床前精心照顾，直至婆婆康
复；每天下班回家还要给儿子辅
导功课……每当这时，她也希望

丈夫能在身边陪伴，但一想到丈
夫是现役军人，有国才有家，就能
理解丈夫。“家里有我在，一切都
好。”这是唐璐经常跟崔玉鹏说的
话，生活中她也是这样做的。

2019 年，崔玉鹏转业后自主
择业在三亚中泰瑞会计事务所担
任审计经理，回到家会主动帮着
做家务、辅导孩子做作业、照顾三
位老人。“这么多年妻子不容易，
我应该付出更多。”崔玉鹏说。

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
的医务工作者，这些年来，唐璐用
自己的医疗保健、营养健康知识，
细心呵护着公婆和母亲。一旦老
人们有个头疼脑热、腰腿酸疼，唐
璐就及时带他们就医问诊，还按
照医嘱为他们耐心按摩。在她的
照顾下，三位老人身板儿硬朗。

“家里的柴米油盐以及家具的购
置都是老人们做主，让他们在家
庭生活中更有成就感。”唐璐说，
老人们都能体谅夫妻俩在外工作
辛苦，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亲
家之间的关系也很好。

（黄珍）

罗进清、胡丽云家庭：

爱生如子 潜心育人

唐璐、崔玉鹏家庭：

贤内助撑起半边天

唐璐、崔玉鹏家庭。

罗进清、胡丽云家庭。

翟宏维、彭锦霞家庭。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12月 27日，记
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日前海南省地方
财政蔬菜收入保险三亚试点首单落地，
为三亚蔬菜种植户提供 15.58 万元的风
险保障。此外，三亚已有十几户农户预
约投保，预约面积 300多亩，总风险保障
金额达150余万元。

据了解，今年省农业保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将蔬菜收入保险首次纳入海
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并指定
中国太保产险和人保财险分别在三亚、

海口试点经营。三亚常年保供蔬菜种植
面 积 约 为 15000 亩 ，占 全 省 总 规 划 的
10％，年产量达 40 多万吨。此次，中国
太保产险海南分公司在三亚试点区域创
新引入“见菜出单、上市理赔、优质优
价”模式，探索实施蔬菜保供环节防范
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变动双重风险的收
入保险。在保险赔付设计中引入“推定
全损”“生长周期对应赔付比例”，兼顾
保险蔬菜产量定责定损难点，保障精准
赔付。

省地方财政蔬菜收入保险
在三亚试点
首单保额逾1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