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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花香山水美丽乡村连片创建规划项目已于

2014年 9月 23日 9时在金莲花荷泰海景酒店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确定：

海南元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上海诺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3个工作日（2014年9月24至9月26

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电话：

66568045。

中标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新和南街改造工程项目（监理标）已于

2014年 9月 23日 9时在金莲花荷泰海景酒店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确定：

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佳磊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广州龙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3个工作日（2014年9月24至9月26

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电话：

66568045。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理机构：深圳市建星

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龙华区遵谭镇道路照明工程项目；
一标段：龙华区遵谭镇道路照明工程项目南片区；二标段：龙华区遵谭
镇道路照明工程项目北片区。资格要求：市政公用工程叁级（含）以上
资质，拟派项目经理具备相关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
效的安考证。不接受联合体。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项目经理
携本人及法人身份证、授权书、检察院出具的公司及法人无犯罪记录证
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税务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安考证和施工员、安
全员、资料员、材料员、质量员身份证和上岗证及本单位为上述人员所
交纳的2014年4月至今的养老保险。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
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并由分公司负责人和项目经理于2014年 9
月24日至2014年9月29日下午17:00前到海口市龙昆南路73号昌
乐园6栋2楼C房报名购买招标文件（标书：1000元），售后不退。以上
证件验原件收盖章复印件。樊先生 15808904035

北部湾公馆项目方案变更规划批前公示
海南宇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北部湾公馆”项目位于国

贸二横路西侧，2011年2月我局核发了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批建1栋地上30-31层、地下3层商业、住宅综合体。现建设
单位提出方案调整，调整内容包括一单元塔楼由住宅用房调整为办
公用房，三单元由公寓调整为产权式酒店，相应调整两单元的立面造
型，优化、细化用房平面及功能等，总建筑面积、密度、退线和高度不
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9月24日至10月11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

场；政务中心。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
2047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8，联系人：邓志敏、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9月24日

资产转让及催收公告
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已将依法受让的海南联合资产

管理公司对琼海市种子公司的债权及附属权利全部依法转让

给海南大润置业有限公司，现公告告知相关债务人、担保人及

其他义务人，并要求前述各方向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二O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
大茅隧道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G98环岛高速公路大茅隧道（K232+833~K233+955）安保工

程即将开工建设，为确保施工期间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从2014

年10月8日至2015年2月16日，对该隧道实行交通管制。请过

往车辆按现场交通标志标牌指示行驶，服从现场交警、安全管理人

员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4年9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航行通告
琼海航〔2014〕41号

海南海事局关于中海油南海西部油田海南码头开通使用的通告
中海油南海西部油田海南码头已建成投产现开通使用，兹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码头概况：本码头位于海口港马村港区马村电厂2万吨级码头西

侧，地理位置在19°57′31″N/110°01′11″E附近处。中海油南海西部油田
海南码头共有以下泊位：（一）2千吨级油品泊位2个，直立式沉箱结构，岸
线长度为220米，码头高程5.2m，泊位前沿底标高-8.6米；（二）5千吨级
灰浆泊位2个、5千吨级件杂货泊位8个、船舶维修泊位1个，重力式沉箱
结构，岸线长度共1310.6米，码头高程5.2m；灰浆泊位、1#-7#件杂货泊
位（水工结构按5万吨级）前沿底标高-11.1米；8#件杂货泊位及船舶维修
泊位（水工结构按3.5万吨级）前沿底标高-9.7米。二、港池和回旋水域：
港池底标高-10.5米，回旋水域直径332米，标高-10.5米。三、航道：进
港航道与马村港区航道16#、17#灯浮至18#、19#灯浮航段衔接，自18#

与HY0#灯浮处至港池口门，航道长900米，航道有效宽度120米，水
深-10.5米，走向为 180°/000°，18#与HY0#灯浮转弯处航道加宽至
300米。四、助航设施：本码头航道调整3座灯浮标和新设1座灯浮
标，1座堤头灯桩名称更名，已通过了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海口航标处的
效能验收，相关技术参数详见附表。五、注意事项：（一）船舶在靠离
码头时，应谨慎驾驶，使用安全航速，靠泊期间应保持足够的富余水
深。（二）船舶进出港时，应保持甚高频无线电话（VHF）08、16频道守
听，服从进出港协调指挥。（三）船舶应严格执行本码头制定的作业
标准及航行限定条件，以确保通航安全。附件：海口港马村港区中海
油码头项目航标技术参数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
2014年9月16日

附件：海口港马村港区中海油码头项目航标技术参数表
射程（NM）

5

备 注
原马村港18号，航标名称和灯质调整。
原马村港21号，航标名称和灯质调整。
原马村港20号，航标名称和灯质调整。

新设
航标名称调整，原为马村港西堤头灯桩

序号
1
2
3
4
5

航标名称
马村中海油HY0号灯浮标
马村中海油HY1号灯浮标
马村中海油HY2号灯浮标
马村港18号灯浮标
马村中海油码头堤头灯桩

位置北纬、东经
19°58′09″.5N 110°01′19″.9E
19°57′53″.0N 110°01′09″.0E
19°57′53″.0N 110°01′14″.1E
19°58′11.″7N 110°01′08.″8E
19°57′39″.4N 110°01′06″.6E

航标种类
右侧标
左侧标
右侧标
推荐航道左侧标

标身高（M）

10.0

灯高（M）

12.8

灯质
闪 (2)红6秒，同步
闪 (2)绿6秒，同步
闪 (2)红6秒，同步

混合联闪 (2+1)红9秒
闪绿3秒（1.0+2.0）

结构/颜色、形状、顶标
红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红色罐形。
绿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绿色锥形。
红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红色罐形。
红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红色罐形。

桩身为红白相间横条镀锌钢管结构

备注：以上位置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航行通告
琼海航〔2014〕42号

海南海事局关于海南炼化6#、7#、8#泊位开通使用的通告
海南炼化6#、7#、8#泊位已建成投产，现开通使用，兹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一、码头概况：海南炼化新建6#、7#、8#泊位，位于洋浦港神头港
区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区防波堤内，大概地理位置为：19°45′.6N，109°
09′.6E；（一）6#泊位：6#泊位为重力式沉箱结构，设计船型为5000吨级化
工品船舶，码头总长267米（包含工作船泊位长46.8米），码头顶高程6.0
米；码头前沿线走向为000°/180°，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和回旋水域底标高-
7.8米，回旋圆直径230米。（二）7#泊位：7#泊位为重力式墩式结构，设计
船型为1000-10000吨级油轮，码头总长190米，设工作平台1个（50米×
30米），系缆墩5个；工作平台顶高程7.5米，系缆墩标高6.5米，码头前沿
线走向为 162°34′/342°34′，泊位前沿停泊水域长 190米，宽 41米，底标
高-9.5米，回旋圆水域直径282米、底标高-9.0米，（三）8#泊位：8#泊位
为重力式沉箱结构，设计船型为10000吨级油轮，泊位长度176米，设工
作平台1个（50米×30米），系缆墩5个；工作平台顶高程6.0米，码头前沿

线走向为000°/180°，泊位前沿停泊水域长176米，宽41米，底标高-
9.0米；该泊位平面布置与7#泊位相对面，回旋圆水域共用7#泊位回
旋圆水域。二、航道：进港航道与7#、8#泊位回旋水域相衔接，航道长
435米，底宽100米，底标高-9.0米，走向000°/180°。三、助航设施：进
港航道设5座灯浮标，码头和防波堤设灯桩各1座，已通过了南海航海
保障中心海口航标处的效能验收，相关技术参数详见《海南炼化成品
油码头航标技术参数表》。四、注意事项：（一）船舶在靠离码头时，应
谨慎驾驶，使用安全航速，靠泊期间应保持足够的富余水深。（二）船舶
进出港时，应服从进出港协调指挥。（三）船舶应严格执行本码头制定
的作业标准及航行限定条件，确保通航安全。附件：海南炼化成品油
码头航标技术参数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
2014年9月18日

附件：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航标技术参数表
航标名称

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1号灯浮标
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2号灯浮标
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3号灯浮标
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4号灯浮标
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5号灯浮标

海南炼化7#泊位灯桩C3
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防波堤灯桩F1

位置（国家大地2000坐标系）
19°45′10.″2N 109°09′38.″7E
19°45′10.″3N 109°09′33.″9E
19°45′24.″1N 109°09′38.″8E
19°45′24.″3N 109°09′34.″0E
19°45′27.″2N 109°09′43.″8E
19°45′29.″8N 109°09′45.″3E
19°45′26.″6N 109°09′30.″1E

灯质
闪（3）绿10秒
闪（3）红10秒
闪（2）绿6秒
闪（2）红6秒
闪绿4秒
快绿
快红

标身高（米）

7
10

灯高（米）

10
13

射程（海里）

5
5

结构
绿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绿色锥形。
红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红色罐形。
绿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绿色锥形。
红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红色罐形。
绿色，装有顶标的柱形，顶标为单个绿色锥形。

绿白相间玻璃钢结构
红白相间圆柱形玻璃钢结构

备注
右侧标
左侧标
右侧标
左侧标
右侧标

序号
1
2
3
4
5
6
7

招标人：海南鑫铭房地产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京）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昌四季花园景观绿化工程；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老城盈滨半岛，招标范围：酒店及住宅小区内园建工程、绿化工
程、室外景观电气工程及室外景观给排水工程。资格要求：须具备城市
园林绿化壹级资质；项目经理市政工程壹级注册建造师；招标文件的获
取：由企业法人和项目经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公司基
本户开户许可证、建造师证及安考B证、法人身份证及安考A证、项目技
术负责人职称证、拟投入本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包括安全员、施工员、造
价员、资料员、材料员、质量员）的岗位证、学历证及身份证。注：省外建
筑业企业办理《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的方可报名（以
上材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2014 年 9月 24日至 9月 29日，9:
00 时至 11:30 时，15:00时至 17:00时，在海口市美苑路春江一号A
单元12楼购买招标文件。电话：0898- 65341202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南鑫铭房地产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京）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昌四季花园消防工程；项目概况：项目
位于老城盈滨半岛，招标范围：自动报警安装、消火栓、喷淋、消防广播、
防排烟、电气火灾监控和防火卷帘门工程。资格要求：具有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项目经理：机电工程注册建造师壹级资质；招标文
件的获取：由企业法人和项目经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
公司基本户开户许可证、建造师证及安考B证、法人身份证及安考A证、
项目技术负责人职称证、拟投入本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包括安全员、施工
员、造价员、资料员、材料员、质量员）的岗位证、学历证及身份证。注：省
外建筑业企业办理《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的方可报
名（以上材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2014 年 9月 24日至 9月 29
日，9:00 时至 11:30 时，15:00时至 17:00时，在海口市美苑路春江
一号A单元12楼购买招标文件。电话：0898- 653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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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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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8976292037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本项目位于海南西线海岸龙沐湾，
占地近400亩，一线海景，海岸线
狭长，手续齐全。即可开发建设。
电话：13136025175 王先生

海口西海岸200亩土地合作
条件优惠，合作方式请面洽，谢绝
中介。电话：13907587916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公告
海南美丽坚涂饰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校卫强与被申请人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4〕第281号），并定于2014年
10月27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
沙 路 6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遗失声明
张练彬不慎遗失车辆购置税副本，
证号为：14460058855，厂牌型号：
五菱牌LQG5029XXYBF，发动机
号：UE51321222，车架号：LZ-
WDAAGAIE70734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八所圆通速递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
一本，发票代码：146001333172，
发票号码：03986676-03986700，
声明作废。

▲海南金博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
本，代码号：68115261-5,声明作
废。
▲海南邮政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邮政局劳动服务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捷安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朱先腾遗失报到证，证件编号：
（琼 2014）毕字第 11658203851，
特此声明。
▲羊富秋遗失海南省泰龙城房地
产有限公司开据的323铺面保证
金凭证，证件编号：0055024，声明
作废。
▲文昌志诚咨询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证件编
号：68115444-22，特此声明。
▲文昌志诚咨询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副本，证件编号：
460005681154442，特此声明。
▲文昌志诚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469005000018511，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开军杂货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460107600128734，声明作废。
▲海南石怀逊摄影艺术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壹份，证件编
号 ：460100671068719，声 明 作
废。
▲王正礼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证 ， 证 件 编 号 ：
T460003198907104256，特此声
明。
▲海南辰达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
公 司 遗 失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246001160413，发 票 号 码 ：
01470987，声明作废。
▲海南旺佳旺贸易有限公司海秀
超市不慎遗失卫生许可证（海卫证
字2012-1753）声明作废。
▲唐华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2199008200010，声 明 作
废。
▲陈小慧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0196304110048，声 明 作
废。
▲海口龙华圣泊渲美容养生馆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件编号：
42242919741027626903，特此声
明。

66775828）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开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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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23日

注销公告
澄迈桥新贸易有限公司拟向澄迈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法人变更公告
海南农垦鸿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兹
业务发展需要，原法人代表吴淑天
现变更为梁永滨，其他经营范围不
变。特此公告！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公司注销公告
海口美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100000435831）拟向海南
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已成立清算组并向公司登记机
关备案，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定安长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25000012451，拟向海南
省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壹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琼海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首创亿达投资有限公司拟向
乐东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告
据座那大怡园三街45号（原247
号）的房屋所有权人谢兆嫦声称：
其领取的《房屋所有权证》（儋州房
权证那大字第05310-1号）不慎
遗失。现向我局申请补办，若对该
房屋持有债权者，请自公告之日起
15天内向我局提出，否则届时将
注销该房权证，按有关规定补发。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大通集团公司
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08）字第
001434号土地证项下121.48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确认给王喜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
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
（2008）字第 001434 号土地证项
下 121.4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
记。2014年9月17日。

注销公告
海南创实汽车资讯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
起45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华胜房地产置业顾问有限公
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四季田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海南睿尔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美兰嘉和通讯行拟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天内来
办理相关事宜。

催收通知
刘庆辉：
你于2013年9月18日向本人借款
人民币80万元整，期限从2013年
9月 18日起至2014年 3月 18日
止，该笔借款已逾期未还，现依法
向你催收本息。

庄俊龙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

注销集体土地所有证的通告
海土资秀英字[2014]119号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堂善村民委
员会向我局申请申办理《集体土地
所有证》丢失补办业务。经查，该
宗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海

榆西线北侧，证号为海口市集有
（2004）第022809号《集体土地所
有证》，面积518728.71平方米，该
证书已遗失。现通告注销上述土
地证，凡对此有异议的，请于通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秀英分局
提出书面证据材料。逾期，视该土
地权益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
办理。特此通告。联系人：张文
海，电话：68923086，地址：海口市
丘海大道25号。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华山房地产开
发总公司持有的市国规[1991]409
号用地批文及红线图项下的
176.2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
王惠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
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市
国规[1991]409号用地批文及红线
图项下的176.29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

催收通知
刘庆辉、韩小微：
你于2013年4月18日向本人借款
人民币100万元整，期限从2013
年 4月 18日起至2013年 9月 18
日止，该笔借款已逾期未还，现依
法向你催收本息。

庄秋冬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海南颖发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副
本号：2-2），组织机构证代码号：
74776142-2、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60000000134139，声 明 作
废。
▲罗川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件编
号：460028197807232819，声明
作废。
▲周健强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0197007080035，特 此 声
明。
▲海口琼山三门坡庆丰居委会庆
丰街牙科卫生室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460107600001722，声明作废。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海南分
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
作废。
▲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海南
分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高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L6410000061901，声明
作废。
▲东方八所雅方女子养生坊不慎
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6572401，声明作废。
▲海南君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1）一本，注册
号 ：460000000079031，特 此 声
明。
▲海南鑫安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2-1）一本，注册
号：460000000083934，组织机构
代码证副本，代码：79314437-X，
特此声明。
▲琼海塔洋周记鹅肉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469002600234810，声明作废。
▲王生才不慎遗失五府林证字
（2010）第015847号林权证一本，
编号：460801931299，特此声明作
废。
▲五指山翠绿野生茶叶种植专业
合作社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证号:07573369-8，声明作
废。
▲保亭什玲民乐高饲料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证正本，注册号：
469035600019389，声明作废。
▲三亚西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证号为：
460200000039743，声明作废。

▲张红志于2003年8月8日在解
放军第四二五医院出生一名女婴，
其出生证父亲栏登记有误，出生证
编号：D460023372，声明作废。
▲三亚秋林云宴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有奖）存根联、记账联，发
票代码：246001470414，发票号
码：02033504，声明作废。
▲临高华明瓜莱冷藏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临高强森林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惠丰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6198607044617，特 此
声明。
▲翁中钻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6198611140214，特 此
声明。
▲黄少娜遗失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111001201305001735,特此
声明作废。
▲黄少娜遗失学位证书，证书编
号：1110042013001735,特此声
明作废。
▲黄少娜遗失报到证，编号：2013
琼毕字第051175号,特此声明作
废。
▲三亚瑞创办公用品商行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为：河西
二 国 税 登 字
46002219870807231801，声明作
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人民政
府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1876803，声明作
废。
▲黄超民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30020107089793，流水号：
460000089793，现声明作废。
▲ 海口桦龙数码图文有限公司世
贸分店不慎遗失海南省地方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壹张，发票代码
246001360413, 发 票 号 码
03544352,声明作废。
▲ 李 秋 雪 （ 身 份 证 号 ：
460027198710013722）于 2009
年11月19日04时45分在永发中
心卫生院出生一名男婴出生证遗
失，编号：J460070511，现声明作
废。
▲ 李 秋 雪 （ 身 份 证 号 ：
460027198710013722）于 2008
年5月5日07时30分在永发中心
卫生院出生一名男婴出生证遗失，
编号：H460115864，现声明作废。
▲黄海宾遗失导游证，证号：
D4601一 101194，不慎遗失上岗
证，证号：HN06533，特此声明。
▲叶惠颜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护士执业证号：200846008717，声
明作废。
▲海南省琼剧院不慎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海口蓝天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6410000411201，开户
许可证编号：641000007964，声明
作废。

▲海口腾川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玉铭新服装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为：
460106600025035，现声明作废。
▲厦门市智业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区域开发总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二 本 ，注 册 号:
4600001005110，声明作废。
▲ 海口龙华明英豆花饭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0106600382222，声明作废。
▲ 莫翔宇遗失监理员证，证书编
号:J3499，声明作废。
▲海口鑫世隆家具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副本号2
一 1） ， 注 册 号:
460100000440921.声明作废。
▲海南鑫天擎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 证副本，代码 ：68725517-2，
登记号：组代管460100-044324，
现声明作废。
▲龚道林遗失海南德裕工程有限
公司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印章，印
章号：琼 146000800007（00），声
明作废。
▲徐忠林遗失海南德裕工程有限
公司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印章，印
章号：琼 146000800011（00），声
明作废。
▲海南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 ，（副 本 号 ：2- 1）注 册 号
460000000219991，声明作废。
▲海南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
本，代码：69319724-7，声明作废。
▲海南港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 ，（副 本 号 ：2- 2）注 册 号
460000000220004，声明作废。
▲海南港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本，代
码：69319723-9，声明作废。
▲董全龙、王小兰不慎遗失座落于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顺民街52号
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海口市国用
（2014）第005748号，特此声明。
▲海南华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0000000174322，声明作废。
▲兰州银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海
口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本，证号：460100000270102，
声明作废。
▲姚鑫遗失海口市房屋权属证壹
本，产权证号：HK241689,现声明
作废。
▲海南振原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编 号 ：
J6410005019801,特此声明。
▲海南第一汽车城有限公司因合
同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第一汽车城有限公司因财
务章破损，声明作废。

滨海国际2302号地块项目建筑设计方案
及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南金海晟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滨海国际2302地块”项目位
于新埠岛西部，规划用地面积 10244.4m2，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
地。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现已完成并申报，相关技术指标为容积率
2.5、建筑密度19.91%、绿地率40%、建筑高度55.9米。依据市图审
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琼A太阳能核字[2014]042
号)，该项目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可补偿建筑面积552.07m2，符
合《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 9月 24日至 10月
11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
2054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57031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8724368，联系人：李召才。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