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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往返机票后的遭遇!

让消费者郑先生深感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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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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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廖晖律师认为#

本案中有两个法律关系#其一$郑先生与

往返程两个航空公司形成的航空旅客运输合

同关系%其二$郑先生从售票商凯胜公司处购

买的是往返机票$所以双方构成了机票联运买

卖合同关系$凯胜公司是联运经营人&

基于以上两个法律关系$ 更改航班的原

因在于返程东星航空公司内部原因造成的$

所以根据'合同法(第
!""

条#)承运人应当按

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 承运人

迟延运输的$ 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

其他班次或者退票&*东星航空公司应当根据

郑先生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

并且由于过错是承运人一方$ 所以如果是因

为改乘其他班次的航班有差价$ 也不能由郑

先生来负担$多余差价应由东星公司承担&

同时$如郑先生要退票$导致前一航班也

必须要退票$ 这个过错和损失则要由联运经

营人凯胜公司承担& 因为,合同法(规定#)多

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

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人的权利$承担

承运人的义务& * $岳嵬%

海口超市塑料袋使用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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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塑料袋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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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不在乎花小钱买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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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提供更方便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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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凡是

!""#

年
$

月
%

日前在我省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 请持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
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和!基金会法人登记
证书"%副本&以及相关材料%包括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

于
!""&

年
'

月
(%

日前到所登记的民政部门办理年度检查$

逾期不参加年度检查的$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

年
(

月
%$

日

社 团 名 称

海南省旅游
汽车协会

登记证号

$琼社证字%

!""%'

)))

社 团 名 称

海南省道路
班车旅客运
输协会

登记证号

$琼社证字%

!""!%(

./0123ML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以下
&"

个社团经核准登记!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现予以公告(

社会团体名称

海南省烟花爆竹行业协会
海南省河南商会
海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海南省爱心家庭教育研究会
海南省广东商会
海南省知识产权联合会
海南省品牌战略研究会
海南省道路运输协会
海南省奇石艺术学会
海南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
海南省丘浚研究会
海南省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协会
海南省南阳文化源流研究会
海南省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海南省预防青少年犯罪协会
海南省畜牧业协会
海南省非公企业信用担保互助协会
海南省南开校友会
海南省农产品经纪人协会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校友会
海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登记证号

)琼社证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团体名称

海南省动漫艺术学会
海南省第三产业发展研究会
海南省宋耀如研究会
海南省绿色农产品出口产销促进会
海南省陕西商会
海南省盲人按摩学会
海南省黑龙江商会
海南省免疫学会
海南省普通话推广协会
海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海南省拳击协会
海南省大学生跆拳道协会
海南省旅日归侨联谊会
海南省泛珠三角经济发展促进会
海南省农业科技

%%"

联合会
海南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会
海南省工艺美术协会
海南省民间文化研究会
海南省自驾游协会
海南省天津商会
海南省农垦华商联谊会

登记证号

)琼社证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核准名称变更登记的社团
'

个

社团变更前名称

海南省青年写作学会
海南省台资企业协会
海南省创业投资协会
海南省营销经理人协会
海南省出版印刷协会
海南省

!%

世纪人才战略研究会
海南省青年志愿者协会

社团变更后名称

海南省写作学会
海南台资企业协会
海南省投资商会
海南省营销协会
海南省出版协会
海南省人才战略研究会
海南省志愿者协会

登记证号

)琼社证字%

"(+

"''

!"""!"

!""+"'

!$!

!""%%#

!#!

经核准注销登记的社团
"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前名称

海南华南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海南金凤凰服装工程学校
海南少林武术影视学校
海南天涯雨林博物馆
海南省计划生育生殖医学中心
海南省商业信用管理服务中心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后名称

海南华南技师培训学院
海南服装工艺美术学校
海南现代工贸职业学校
海南天涯热带雨林博物馆
海南省计划生育生殖医院
海南省商业信用研究中心

登记证号)琼民证字%

"$"""'

"%""+&

"%""''

"("""'

"!"""%

"#"""(

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以下
$

个基金会己经核准登记!发给基金会登记证书!

现予以公告(

基 金 会 名 称

海南省青少年社科教育基金会
海南爱心基金会
海南省医疗救助基金会

登记证号)琼基证字%

!""#"%

!""#"!

!""#"(

基 金 会 名 称

海南三亚炎黄文化碑林基金会
海口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

)))

登记证号)琼基证字%

!""#"+

!""#"'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以下
#$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己经核

准登记!发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现予以公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海南省红十字救助开发中心
海南新航道外语培训中心
海南海大源职业培训中心
海南怡安人力资源培训中心
海南省联合社科决策咨询中心
海南快乐成长培训中心
海南商务旅游学校
海南省现代外语职业文化研究院
海南信息岛技术服务中心
江西师范大学海南函授站
海南星光职业学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海南省函授站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海韵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海南省企业家高尔夫球俱乐部
海南热带花卉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省达人心理教育研究所
海南省华南工业水处理与应用研究所

登记证号

)琼民证字%

"!"""$)

"%""&%

"$""('

"$""($

%%"""#

"%""&+)

"%""&(

%%"""&

"#"""$

"%""&!

"%""&'

"%""&$

"%""&*

"%""&#

"(""%!

"+""!*

%%""%(

"+""!#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海南无线电技术%联合&培训中心
海南金鼎俱乐部
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
海南东坡书画院
海南海航康乐园高尔夫培训中心
海南福特咨询培训中心
海南勇创职业培训中心
海南京海口腔正畸中心
海南省凤凰动漫研究院
海南省南海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海南立川职业培训中心
江西理工大学海南函授站
海南新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海南省人才高尔夫俱乐部
海南海职技能培训中心
海南省多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省正业海洋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登记证号

)琼民证字%

"$""(*

%%""%%

%%""%"

"(""%(

"$""(#

"$""(&

"$""+"

"!"""*

"(""%+

%%""%!

"$""+%

"%""&&

"$""+!

"'"""!

"$""+(

"+""!$

"+""!'

经核准名称变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

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资格认证

!"#$%&'()

经国家劳动部劳社鉴
,"#-!+

号文件批准
.

我单位作为海南省
国家试点培训机构

. )(

月
!#

日将开展我省第四期高级人力资源
管理师认证培训( 凡具备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 依照省政府

,"$-

%*

号文件规定$享受高级工程师待遇( 证书全国通用$网上查询(

欢迎咨询报名)

!"#$%&'()*+, !"#

报名咨询#

(('(")!! (('*'"""

试点机构#海南创业就业培训中心 网址
+,,-.//0001234152

地址#海口龙昆北路
#$

号海南省第六十一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K N

海南生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为履行与贵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
.

本公司在海口仲裁委员会
作出

/!""*0

海仲裁字第
!'%

号裁决书后
.

在海南日报发布声明希
望与贵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

但因贵公司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
诉而未果( 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

&海中法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作出维持合同有效#继续履行的终审裁定后$本公司
即作好了资金#材料和人员等施工准备$但因贵公司解除与海南
琼州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工程合同等致使本公司无法组织施工
而又未果( 因无法联系到贵公司法定代表人$本公司只得再次通
过海南日报通知*请贵公司在本通知登报之日起

("

日内作好施
工监理+手续等有关工作$只要具备施工条件$本公司即组织进
场施工至完工( 祝合作愉快(

海南承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省新闻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
/

曹 健 主编
/

岳 嵬 美编
/

林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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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塑料袋有偿使用量明显回升(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WX

YZ

[\]^W_

`abcde

H$IJK=LMNOPQR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文刚 通

讯员李顺成 朱润生"

«SbE�}�"�

��" /®±Äª�«®jb��, ��}

�«���Q7" ÉSbW��B�5��

�, @A±�«�����¹��+É}�

�Ò��"�ó�ÛG@"�������+

ÉSb�Ò�ó�� Û, <¾3¹z4ü

O¡�, G."��Uáá¢�ÂL�,

海口卖淫抛弃旧情

�ÒWqÒO&«Ê}¹" ]£nÙ¤

¶¥¦Ò§" xqÒi¨bÊ©�Xª2«

Q}}, %))$ Û"�Ò¾qÒgÙ¤B¶¥

¦Ò¬9h@A"��Ò��"ø/<¹«

Î®¯,

%)))Û°" �ÒWª�«®jb�Ò�

�, qÒQ±²³´µ"�¶���Ò,

新欢行凶杀旧爱

%))) Û %% l - m %) N»"�Òn@A

B@·�Ò¹@.¸¹ºqÒ" �a%¾q

Ò»���©¼h.¸Ki«¬½¾" ·d

¹h�ÒgÉ+�é,

�Ò��¿ÀY�ÒiÁÂ" `9JÃ

Ê���Q7iqÒ, e&�ÒW�Ò<¹

ÄmÅÆ"«ÎÇz.¸ÈHqÒ,

n.¸ÉÊz" �Ò!ÅÆËHqiÆ

�"q�ÌÍW, qÒÎÎ/"�Ò®'qÒ

iÏ�ÐÑ«Ò, @Ó/"�¹±ÔÕÖ, q

Ò¾Ñ/ÖYA×ØWÔÙ,

¸�/"�ÒW�Ò)ÚÛÜÕ¥@A,

�b/" @AÝÅnQzÈÞ<®Õß, �

ÒW�ÒEhà>áâ" /®Õü�ãäå

æç"èé�FÞ,

(''! Û ( l"�¹¾äåæçBÝÅê

¢,�Û $l"�¹¾èë@ABUì:íî

a:,

一审被判刑!两人均不服

(''! Û %' l %$ m"@AB¹C,-�

����¹�Ê�Ò)�Ò�ÎU4, ó£"

¾�¹Ä-�ÎÐ9CM4ï, @A±�ð

Óñ�Bk¢" teÚÛ %% lUá�ÂY

L�,

«�Ó��\" ¾3¹�Ò\�ò©�

ÅÆ)óÒÈ¦¾�¹Ý@JÃ"n!ÅÆË

U¾�¹Æ�/®�óÒôÑ¾�¹Ï�"

À¾�¹�é�Ù" �@\�õ����¹

�, ¾3¹�Òn}P�Ò�ÅÆÚÈ¦¾

�¹Ý@JÃN"ö�ÅÆ÷øùÄÈ¦"�

3���iß���" x¾�¹�ú&¾�

Ò�ÒôÑ©�Ù" È�Ê�Ò�����

�9�,

(''! Û %( l %! m"@A±�«��+

�Ò��" �ó�ÛG@" ûüE�ýþú

Ô-�+�Ò�ó�� Û"ûüE�ýþÿ

Û,�Ò)�Òé�)9!B�Ð9CM4ï

!3¹éy )"#$,

G."O¡%¹C�Uá��L�"Ó¢

5&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