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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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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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65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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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口坡崖种鹅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60100NA000357X）经本社
大会决议，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由
原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
2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
告。

减资公告
三亚吉罗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460200NA000468X）经本
社大会决议，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
由原人民币1030万元减至人民币
3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
告。

注销公告
海口新农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后45天内前来办理相
关事宜。

声明
海南松之光酒业至今为止，未在海
南省临高县以任何形式开设营业
网点，目前在临高县以任何形式出
现的松之光店及广告宣传均非我
司行为，请广大消费者谨慎消费。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海南松之光
酒业的支持和厚爱。

海南松之光酒业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工商注册
号：469026000002669）决定将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15108万元减至
人民币11063万元，减资后原债权
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盈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仅债务
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昌江邹氏海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拟向昌江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来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昌江龙发小商品有限责任公司从
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实际经营，现已
向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告
据座落于食品公司后面的房屋所
有权人谢爱花声称：其领取的《房
屋所有权证》（儋州房权证那大字
第1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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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南中科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一正二副本，注册
号 460000000162572，组织机构
代 码 证 一 正 一 副 本 ，代 码 ：
774254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公告
海口沃尔美服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一本（2-
2）注册号：460100000265438；税
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税务号：
460100562428033；组织机构代码
证 正 本 一 本 ，副 本 代 码 号
56242803-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完美环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刘明珍
法人私章一枚，三亚工行营业部印
鉴卡一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程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祖群遗失坐落于乐东县九所镇
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二期16
幢住宅楼 17A13 号房屋所有权
证，证号：STF201303215，面积：
68.63平方米，特此声明。

高端住宅用地优惠出售
五指山市新区热带雨林资源型四
季宜居高端住宅项目用地200亩，
电话1581009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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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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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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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遗失声明
海口新华符记补轮胎店遗失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旺唐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2-1）
（2-2），证号：460100000362322，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本，代码号：
58925917X，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
本，证号：46010058925917X，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洁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地 税 机 打 普 通 发 票 ，号 码 为
01813856、01813857、01813858、
01813854、01813855、01091912、
现声明作废。
▲澄迈吉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壹份(注册
号为：469027000014084)，现声明
作废。
▲海口龙华雪润珍珠商行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0106600410024，声明作废。
▲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张达
雄 遗 失 律 师 执 业 证 ，证 号 ：
14601201110963535，流水号为
N0：10079432，声明作废。
▲符轩不慎丢失居民身份证，号码
为：46002219780427103X，特此
声明作废。
▲谢江丹不慎遗失洋浦第八街饮
店餐饮服务许可证一本，证号为:
2012469040000099, 现 声 明 作
废。
▲李怡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652901197205170485，特 此 声
明。
▲曹必运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04199005241412，特 此 声
明。
▲熊祚东遗失道路货物运输资格
证 ， 证 件 编 号 ：
4601000020014098464，全国流
水号：460000201659，特此声明。
▲蒋梅花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04196701013823，特 此 声
明。

急需变现 低价出售房产
1.海口紫荆花园 151m2，高档装
修。 2.国贸金龙小区165m2，中档
装修。电话:13976249686

注销公告
海口龙巍龙贸易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农业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
让变更公告
我局于2014年10月25日在本报
A03版刊登《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农业
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现将变更事项公告如下：原公告第
二条中的“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变更为“本次国有农
业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二0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注销公告
海南佳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4】366号

根据冯秋莹申请土地使用证丢失
补办业务的需要。现通告注销位
于海口市和平南路33-1号，海口
市国用（2007）第 002457 号土地
证。凡有异议的，自本通告登报之
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
美兰分局提出，逾期将视该土地权
益无异议，并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特此通告。

2014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
儋州推合岭石场拟向儋州工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石场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抵押登记的通告
海土资审字【2014】98号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
琼高法执提字第114-4号协助执
行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现通告解

除海南自力投资有限公司海口市
国用（籍）字第S0121号土地抵押
登记，注销我局市土字（1993）
1718号文《关于同意海南佳运房
地产有限公司、交通银行海南分行
用地抵押借款登记的批复》。特此
通告。

2014年10月30日

注销公告
海口佳华易贸易有限公司现拟向
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在公告之日起45天内前来办
理相关事宜。

▲陈绮婕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件编号：46000000060467，特此
声明。
▲海南鼎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窦 安 琪（ 身 份 证 号 码 ：
34222119910103006X）于 2014
年4月4日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出生
一名男婴，原《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60008495，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林洪燕遗失护理师（初）级卫生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件编号：
10085574，声明作废。
▲于宗华遗失吉林师范大学应用
工程学院报到证，特此声明。
▲张梦清遗失土地登记证，证件编
号：00066，声明作废。
▲ 云 玉 莲（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2199607224321）于 2014
年7月26日在农垦总医院出生一
名男婴，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60062955，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海口微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件编号：
460100395792582，声明作废。
▲上官海水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
件 编 号 ：
199846141142701450419061，
声明作废。
▲林猷番遗失低压电工证，证件编
号：T460027199104161017，特此
声明。
▲张海霞遗失保险资格证，证件编
号 ：2004- 0846- 0100- 0000-
0375，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顺顺来商店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证件编号：琼国税
登字460029194210047816号，声
明作废。
▲陈晓华不慎遗失电工操作证，证
号：T4600338009243219，声明作
废。
▲保亭保城王在意蔬菜摊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35600004203，声明作废。
▲澄迈张益利福橙种植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2-2)，注
册号：469027000018405，声明作
废。

▲陵水椰林东华孔花日杂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4600083316，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龙珠宾馆遗失海南省
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有奖）
两张，发票代码：246001470414，
发票号码：02411647、0241167,
声明作废。
▲曾垂雄与符式玲夫妇于2012年
2月2日在澄迈县瑞溪中心卫生院
出生男婴一名，因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60057619，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委员会工
会委员会工会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遗失农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0805503，声明作废。
▲昌江邹氏海水养殖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三亚润柯林游艇销售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1-
1），证号为 460200000026554，
声明作废。
▲海南鑫达胜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
（2- 1）、（2- 2），注 册 号 ：
460000000054552，现声明作废。
▲临高新盈快来上网吧遗失税务
登 记 证（副 本）一 本 ，证 号:
460028L27901602，声明作废。
▲黄宏杰（男）于1997年10月10
日 17时 15分在文昌市人民医院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不祥，
父亲黄敏，母亲王康青，声明作废。
▲金鹰摩托车修理店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K）
4600053000640，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本，证
号：文国用（2011）第 W0304121
号，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市龙江华侨中学不慎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
阳江分理处开户许可证一本，账
号：21-381001040004928，核准
号：Z6410000044001，特此声明
作废。
▲琼海市龙江镇中心学校不慎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
海阳江分理处开户许可证一本，账
号：21-381001040005065，核准
号：Z6410000044502，特此声明
作废。
▲定安县食品公司居丁食品站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定国税
登字460025195509261517，声明
作废。
▲许英不慎遗失个人资信证明书
正本，号码为琼B00016103，业务
编号000009277，声明作废。

▲海南富丽华酒店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

证号：460002620020467，特此声

明作废。

▲儋州那大西联益民康中西药店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

本，代码：L5161707-0，登记号：组

代管460003-013463-2，现声明

作废。

▲陈有录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证一本，从业资格证号：

4690030020009084989，流水号：

460000084989，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图书馆协会损毁公章、财

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南中村委会第二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基

本 户 开 户 核 准 号:

J6410008369301,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电网海口供电公司不慎遗

失房产分割证，证件编号：91048，

特此声明。

▲海南寰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

2，注册号：460000000060279，声

明作废。

▲海南天润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公章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联成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号

码 ： 琼 地 税 海 口 字

460100671084102，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和进烟酒商行不慎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

本，代码号为:L66757236,声明作

废。

▲海南博生元医药有限公司公章

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玖缘翡翠珠宝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

460100069692877,声明作废。

▲海南腾圣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执

照 正 本 一 本 ，证 号 为:

460000000274049；税务登记证

正 本 一 本 ， 号 码 为

460100056359194，声明作废。

▲海南福特咨询培训中心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各壹本，

代码号：67609471-3，声明作废。

▲海口鑫和顺家居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李红卫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004197408180811，特

此声明。

▲陈冲不慎遗失海南大学毕业生

报到证，证号为：10589208500，特

此声明。

▲海南康永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1-1），注

册号 460100000589420，现声明

作废。

10月30日，在海口市西海岸景区，正在海上训练的帆船和帆板
来回穿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碧海蓝天 帆影点点

本报石碌10月30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
张秋易）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美丽形象，昌江黎
族自治县今年投入1949万元对该县“迎宾路”
昌江大道进行景观绿化改造，分别在道路两
旁 7米宽的路面上种植多种乔木、灌木，移植
草坪。

近日，记者在昌江大道看见，道路两旁土
地已经翻整、培土完毕，工人们正抓紧进行树
木种植工作，卡车运来一批批中华海枣，工人
们将它们一一移植在培育好的土壤里，成列
种植的中华海枣十分突显热带风光，成为昌
江大道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此外，道路两旁
还种植了小叶榄仁、大腹木棉、老人葵等多种
乔木。据悉，除了种植树木1000多棵，昌江大
道景观绿化改造工程还同步进行绿化草坪移
植与排水、喷灌管网系统工作。整个绿化改
造工程于今年6月开始施工，预计到今年年底
全部完工。

据介绍，昌江大道是进出昌江县城石碌的
主要道路，此次景观绿化改造旨在将昌江大
道打造为绿色“迎宾路”，提升城市形象。此
次改造路段起点为太坡十字路口，终点至太
坡高速立交桥处，总长 5.8 公里，总投资 1949
万元。

昌江投入1900多万元
改造昌江大道景观绿化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许春媚）随着
天气渐凉，气候温暖的海南游再次成为全国旅游
线路中的焦点之一，出游人数与日俱增，新一轮

“候鸟”出游热开始显现。记者今天从兰州当地的
媒体及相关涉旅机构了解到，海南游正成为当地
市民的一个冬季出游热点，其中中老年人成为出
游的主力军。

记者从兰州几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
26日民航进入冬春航班季后，兰州飞往一些城
市的航班都将季节性停飞，但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换季后首都航空、四川航空、天津航空
等航空公司执飞的兰州至海南的航班却在加
密。同时，进入12月份以后，东方航空将新开
兰州至海口往返直达航班，每天兰州中川机场
前往海口航班将多达4班，飞往三亚航班多达
2至3班。

冬季降温后，对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讲，
向往温暖的旅游目的地，海南自然就成为了首
选，兰州市民也不例外。据了解，兰州这个季
节前往海南旅游或“猫冬”的人数不在少数，其
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少人都在海南购买了房
子。

海南成兰州市民
冬季出游热点

本报八所 10月 30日电 （记者侯
赛 通讯员郭江晓）东方市即将登上台湾
的主流媒体了！记者今天从省台办了解
到，10月23日至29日，台湾中时媒体集
团“魅力城市”专题采访团专程来到海南
省东方市，对当地的经贸文化、旅游人文
和民风民俗进行深度挖掘和全方位采访，
采访内容将在中时媒体集团旗下的《中国
时报》、《工商时报》、《旺报》、“中国电视公
司”等媒体进行刊登或播出。

采访中，东方优美的自然风光深深吸

引了台湾媒体采访团，采访团对大田坡鹿
自然保护区、俄贤岭热带雨林保护区、黑
脸琵鹭保护区、红树林景观、鱼鳞洲等地
都作了详细的采访和拍摄。东方羔羊、四
更烤乳猪、鲨鱼焖酸瓜等东方特色美食也
被台湾媒体人看中，将被搬上台湾的荧屏
和报纸。除了美景和美食，台湾媒体还对
当地的民俗和文化技艺等进行深度挖掘
和采访报道。“魅力城市”采访团还就东方
的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对台交流、地方文
化特色等问题采访了有关部门负责人。

“魅力城市”专题来琼拍摄

台湾媒体聚焦优美东方

本报三亚10月30日电（记者黄媛
艳）随着民航进入冬春航季，记者昨天从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在保持
原有航线的基础上，多家航空公司新开
或加密至三亚航班。每天预计起降航班
比夏秋航季增加近100架次，运输旅客
增长近1.35万人次。

通航20年，凤凰机场保持了良好的
安全飞行记录，旅客吞吐量逐年上涨，截
至10月16日，凤凰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
量已达到1175万人次。但由于该机场吞

吐量接近饱和，今年的新航季在上个航季
规模基础上略有增长，预计将执行航班
4.8万架次，运送旅客750万人次。

南方航空是海南空港主要运力企
业。冬春航季，该公司每天计划增加

“琼粤”快线航班18班以上，“琼京”航线
每天9班以上。此外，南方航空将根据
旅客的出行特点，满足人们的出行需
求，新开和恢复多条航线。分别在三
亚、海口等旅游线路及上海、北京等商
务航线上加大了运力。其中，新开武

汉-湛江-三亚等航线，三亚—沈阳—鸡
西（往返）由每周两班增加到三班，每周
一、三、五执行；三亚—南昌—沈阳（往
返）每周二、四、六、日执行。

10月26日，随着140名旅客搭乘东
方航空的飞机缓缓从洛阳北郊机场起飞，
标志着洛阳至北京晚班航线向南延伸至
三亚，形成北京—洛阳—三亚航线，洛阳
游客无需从郑州或海口中转至三亚。该
航线将每天一班，每周三、五、日，9时50
分从洛阳起飞至三亚；每周一、二、四、六，

10时30分从洛阳起飞，飞往三亚。
为方便新疆游客出游三亚，天津航

空开通了乌鲁木齐—重庆—三亚的航
线，该航线将每天一班，去程航班22时
20分由重庆飞往三亚，回程航班7时20
分由三亚起飞。同时，该公司也于10月
28日开通西安—贵阳—三亚往返航线，
该航线每周二、四、六各执行一班。

随着南下避寒成为很多游客的出
行首选，记者今天从携程旅行网获悉，
10月26日起，北京飞往三亚，将由每天

12个航班增加至16个；上海飞三亚，将
由每天14个航班增加至18个。航路
通，旅游才会兴旺。三亚作为典型的海
岛型旅游目的地，航线的便捷性直接与
旅游效益息息相关。为做好冬春季航
空旅游市场营销，三亚早在今年9月底
就已组织凤凰机场、南方航空、海南航
空、首都航空、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代
表以及港中旅等旅行社，共商冬春航季
三亚航线计划和未来三亚航线规划，进
一步提升三亚航空旅游市场效益。

三亚冬春航季预计运送旅客750万人次

多家航空公司新增飞往“夏天”的航线

本报三亚10月30日电（记者于
伟慧）近日，记者从三亚市园林环卫
管理局获悉，为了展示三亚市的园林
绿化建设水平以及优美的生态环境，
更好地推动三亚园林事业发展，三亚
市将参加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
博览会（简称园博会）。园博会将于
2015 年 9月至 2016 年 4月在武汉举

办。
据了解，此届武汉园博会主会场

建于金口垃圾场，曾经的生活垃圾填
埋场土壤经修复、隔离后种植植物，成
为此届园博会的最大亮点。本届武汉
园博会将设104个园区向全球邀展。

据介绍，此届武汉园博会三亚展
园位置临水，可以更好地向游客们展

示三亚风情，并且由于武汉市位于中
国的中部，在此种植椰子树类的棕榈
科、葵科等亚热带作物，相对于北方
城市更易过冬。

为保证展园效果和质量，三亚市园
林环卫管理局将在武汉采取公开招标
的方式选定工程施工单位，力争在
2015年7月前完成三亚展园建设。

三亚之美将绽放武汉园博会

本报金江10月 30日电 （记者孙
慧 通讯员陈泽雄）激烈快节奏音乐背
景下，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跟随年轻
姑娘学跳神曲《小苹果》，引来很多路人
的围观；环村水泥道上，一位6O多岁的
胖阿姨与一位差两个月就一百岁的精
瘦老爷爷在比赛骑自行车，居然是老爷
爷胜出。这是中央电视台7套《美丽中
国乡村行》摄制组10月15日在探密海
南澄迈长寿之乡时拍到的几组镜头。

近年来，外省很多城市居民专程到
澄迈长住安居，乐于成为“新澄迈人”，
《美丽中国乡村行》以此为亮点摄制旅游
专题片，展现澄迈的美景、美食，采访“新

澄迈人”对澄迈生态环境的好评及他们
义务参加澄迈生态保护的意愿和行动。

《美丽中国乡村行》摄制组用了一
周时间，走访了澄迈的金江镇、福山镇、
桥头镇、老城镇，了解老人们平时吃、
喝、玩及运动等生活各方面，试图得出
健康长寿的秘密。在接受央视记者采
访时，澄迈县长寿协会会长王川信表
示，澄迈富硒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富硒农
副产品对养生保健作用突出，加上海南
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和澄迈政府
对老年人的关爱，全社会形成的敬老风
气，共同打造出了澄迈县世界长寿之乡
的品牌。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澄迈
揭秘澄迈老人长寿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