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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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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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项目转让或合作
位于儋州市中心。15607516666

滨海大道整栋楼房招租
5000余平方，18889271930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通知
各位职工：公司决定于3月26日
（星期四）上午9点整在琼山影剧
院召开全体在职职工企业改制动
员大会，望各位携带本人身份证准
时参加。不到会者，自误。联系电
话 ：65883327（张）、65888682
（吴）。特此通知。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告
据座那大军屯永乐街21号的房屋
所有权人陈可华声称：其领取的
《房屋所有权证》（儋州房权证那大
字第09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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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三亚科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
海口南岛风情咖啡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务实远大教育培训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460100000673906）
拟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5】44号

因土地证上标注的用地四至有误，
周继恒持土地证向我局申请办理
土地证更正注销业务。经查，该地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云
露里22号，证号为：琼山国用（府
城）字第07486号《国有土地使用

撤销声明
谢沐峰（460003198603090430）
身份证已找到，声明撤销2015年3
月18日海南日报的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仁心投资有限公司(吴厚昆)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1本、副本(2-1)(2-
2)2 本，注册号:4600002021275;
税务登记证正本1本、副本1本，证
号:460100786607401号，现声明
作废。
▲陵水椰林通用电脑店遗失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0941301, 帐 号:
100471168060011118，声 明 作
废。
▲澄迈县红光春笋幼儿园公章遗
失一枚，特此声明。
▲保亭保城亿佳电器遗失发票第
二联一张，票号:00949686，声明
作废。
▲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定安县委员
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
及 法 定 代 表 人 证 书 ，编 号 ：
212100061，声明作废。
▲符丕微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件号码：昌集用（2010)第乌烈
2197号，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果香园休闲农庄遗失
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支票三张，支
票 号 码 ：
4020461500494884.4020461500
494877.4020461500494880.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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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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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和典当
快速办理汽车、房产、民品抵质押
贷款，资金过桥 18976749678

百邦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抵押、按揭房加贷、
汽车质押借款。
电话：13876589589 68575551

▲陈可华遗失位于儋州市那大军
屯永乐街，面积209.3平方米住宅
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一本，证
号：儋国用（那大）第10364号，现
声明作废。
▲李智敏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90030020014095789，流水号：
460000195541，现声明作废。
▲云大庆遗失注册安全工程师资
格证书，证件编号：46110113215，
声明作废。
▲李文庄遗失电梯安全管理员证，
证件编号：HNTK201205-018-
074，声明作废。
▲卢忠遗失人民警察证，证件编
号：010718，特此声明。
▲蔡建家遗失人民警察证，证件编
号：010525，特此声明。
▲符传策遗失特种作业操作证，证
件编号：460021195810180059，
声明作废。
▲陈杰遗失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学
生证，证件编号：201305040302，
特此声明。
▲ 汤 银 燕（ 身 份 证 号 码 ：
42213019790802042X）于 2004
年 11月 10日在琼山妇产科医院
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
号：E460074859，声明作废。
▲海口收得多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
副本两本（副本号:2-2,2-1），注
册号:460100000350444 声明作
废。

证》，批准土地面积为222m2。现
我局决定通告注销该土地证。该
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如
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琼山分局申诉，
逾期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
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土地手
续。特此通告。2015年3月17日

注销公告
儋州香水山香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69003NA000843x)，经
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负责人:吕小英，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超链网络商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000112740)经股东决
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公司已成立清算小组，请债
权人于见报之起45天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海南超链网络商务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8日

注销公告
琼海百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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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海海桂体育馆建设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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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海住建房【2015】151号

补发房屋他项权证公告
林尤明名下位于海口市海甸三东
路6号市供销社宿舍501房的房
屋他项权人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自称其房他字第T059485
号房屋他项权证已遗失，现向本局
申请补发。若有异议，请自本公告
之日起十日内书面向本局提出，否
则期限届满该房屋他项权证作废，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补发手续。

2015年3月6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预告
受委托近期本公司将拍卖位于海
口市海甸岛临路土地约16亩，土
地性质：商业服务用地，容积率为
3.6，有意购买者请到公司了解详
情，联系电话：13519803787；地
址：海口国贸路申亚大厦22层；

注销公告
海南瀛力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0000087961）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到本司办理相关事宜。

▲文昌市翁田镇桃源茶庄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证件编号：琼地税
文昌字460022195210104817号，
声明作废。
▲海南维美科技清洁环保有限公
司原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海南美乐康药业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证件编号：琼国
税登字 460100671089499 号，特
此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卫生院不
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陵水县支行
南平营业所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号 ：J6410001412002，账 号 ：
845001040000470，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天海建筑设计院遗失《工程
设计资质证书》副本三本，证件编
号：A146001207-6/3、6/5、6/6，
声明作废。
▲许环洲遗失特种作业操作证，证
件编号：T460001197206071052，
声明作废。
▲海口东瑞达环保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壹本，副本壹本证
号：460100000520833 ，遗失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证 号 ：
08251502-3，税务登记证正本壹
本，证号：460100082515023，财
务章壹个，现声明作废。
▲洋浦隆盛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洋浦经济开发区
分行的开户许可证壹本，核准号：
J6410006438301，声明作废。
▲海口收得多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各一本，代码号:58392493一
3,声明作废。
▲海口收得多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各一本，税务号:琼国税登字
460100583924933号，声明作废。
▲钱慧臣律师不慎遗失其律师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14601200110119047, 流 小 号:
10392454,声明作废。
▲谭秀文不慎遗失中级经济师证，
证号：07035312，声明作废。

▲海南吉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证号
为 ：460100698901352，声 明 作
废。
▲曹鲲遗失一份交强险保单：PD-
ZA201433010000282450，保 单
印刷号：33011400350811，声明
作废！
▲张海蓉遗失工作证，编号为：
2447—05442，声明作废。
▲王秋舒遗失保险资格证，资格证
号：20071046000009000266。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陆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25000008776，声明作废。
▲万宁康禾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登记证号：
460006069661587，声明作废。
▲万宁康禾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6NA000765X，声明作废。
▲何筱婷遗失秘书三级资格证书，
编 号:1321001056300002，特 此
声明。
▲海南绿友草坪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代码号：4600084620 号
码 ： 00790751, 代 码 号 ：
4600113620 号码：00164248，代
码 号 ：4600123620 号 码 ：
00174524.声明作废。
▲李腾冰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3198703120017, 特 此
声明。
▲万宁万城芭诺客冰淇淋专卖店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
证号：460024196902080016，声
明作废。
▲海口海航迎宾馆投资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
本，代码号：56799618—7，声明作
废。
▲郑有文不慎遗失导游证，证号：
D-4600-213312，导游资格证，证
号：DZG2002HN10255，特此声明
作废。
▲蔡笃深不慎遗失土地临时使用
证，证号为NO:0000091，特此声
明。

新华社科伦坡3月18日电（记者
杨梅菊 黄海敏）斯里兰卡港口航空部
部长拉纳通加18日表示，斯里兰卡政府
决定允许此前被叫停的科伦坡港口城项
目继续进行部分防护性工程建设，以防

止工程已建成部分遭海水侵蚀破坏。
拉纳通加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这一决定。他表示，斯司法部目
前对于港口城项目的意见主要针对该项
目将对环境方面产生的影响。

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涉
外项目被叫停并重新评估，其中包括由
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
目。本月5日，斯方以缺少相关审批手
续为由要求该项目暂停施工。

据悉，因斯里兰卡政府暂时叫停港
口城项目施工，中国投资方每天蒙受直
接经济损失超过38万美元，这笔损失
还不包括用于支付项目开发的银行贷
款利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本月6日
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希
望斯方从斯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和保护
中资企业赴斯投资的积极性出发，妥善解
决有关问题，维护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

斯允许港口城进行防护性工程建设
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新华社东京3月18日电（记者刘
秀玲 冯武勇）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
和公明党18日就解禁集体自卫权后的
新安保法制框架草案达成实质性一致，
日本政府将据此制定相关安保法案。

框架草案确立了日本在完善各项

安保法制过程中的具体方向，包括扩大
自卫队对外国军队的后方支援和制定
可以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永久
法。框架草案还提出了新安保法制建
设中必须遵守的三项原则，即所谓“具
备国际法的正当性”“获得国民理解、确

保民主”和“保证自卫队员安全”。
去年7月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

来，安倍政权致力于修改相关安保法
制，以确保集体自卫权合法行使。执政
党方面希望通过框架草案的确立，推动
政府加快相关法案的修订进程，以便今

年5月提交国会审议。
安倍政府谋求在具体法律中为行

使集体自卫权松绑的做法，违背了日
本历届政府长期奉行的宪法解释，遭
到周边国家和日本国内各界的质疑和
反对。

执政党就新安保法制框架草案达成一致

日本政府将据此制定相关安保法案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17日证实，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接
受俄罗斯方面邀请，将赴俄参加卫国战
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5月9日，这一庆祝活动将在莫斯科
红场举行。除传统的阅兵仪式外，俄罗
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发表讲话。
拉夫罗夫说，除金正恩外，古巴、印度和
南非等国领导人也已确认出席纪念活
动。朝鲜方面还没有宣布这一消息。如
果成行，这将是金正恩出任朝鲜最高领导
人以来首次出访。 刘学（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证实
金正恩首次出访

据新华社柏林3月18日电 因对现行欧元区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满，德国法兰克福市东部
的欧洲央行新址附近18日发生示威游行，示威者
与警方发生冲突，已造成逾百人受伤、约500人被
捕。截至记者发稿，骚乱仍在持续。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当天推迟举行的新址揭
幕仪式上说，欧盟机构在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发挥
着核心作用。但将欧洲央行当作紧缩政策始作俑者，
并由此产生示威者与警方冲突，这是“不公平的”。

当地警方发言人埃勒尔告诉新华社记者，示
威者分布在法兰克福市各处，总计约有1万人。
目前有至少7辆警车被烧，更多车辆被损坏。有
警察受伤，但尚不清楚具体人数。埃勒尔说，警方
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和平示威，许多人扔石头、纵
火、攻击警察和警车。警方已做好应对措施，并使
用胡椒喷雾和喷水驱散示威者。

欧洲央行新址附近骚乱
逾百人受伤，500人被捕

印度尼西亚官员16日说，将尽快对
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30个
国家的游客实施免签证政策，以期提振
经济，增加外汇收入。

不过，印尼计划中的新免签对象国
不包括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游客2014
年占访印尼外国游客12％。一些媒体
猜测，这与两国最近闹别扭有关。

印尼准备处决10名毒贩，包括两名
澳大利亚人。近几个月来，澳方多次请
求宽恕，免于死刑，印尼严辞拒绝；加上
一些宿怨，两国关系有点紧张。

叶海亚否认这种说法。他解释说，印
尼扩大免签对象国范围后，将要求这些国
家同样给予免签优惠，但这一政策不适用
于澳大利亚。 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印尼拟对中国等
多国游客免签

英国司法行为和调查办公室17日
说，3名法官滥用法院电脑看“黄色资
料”而被解职，另有1名法官因类似行为
主动辞职。这一监管机构说，这4名法
官均为男性，遭解职的3人分别是蒂莫
西·鲍尔斯、瓦伦·格兰特和彼得·布洛
克；安德鲁·莫在调查尚未结束时便宣布
辞职。司法行为和调查办公室说，这4
名法官在办公室里滥用公家电脑看“黄
色资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英3法官涉黄遭解职

3月18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利库德集团竞选总部，以色列总理、利
库德集团党首内塔尼亚胡向支持者挥
手致意。

根据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18
日对99%选票的统计，现任总理内塔
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议会选举
中赢得120个议席中的29席，成为议
会第一大党。根据这一计票结果，中
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先主要竞争对手、
中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5个议
席，优势明显。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3月 17日，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左）在瑞士洛桑参加美伊双边核谈判后
离开会场。

美伊双边核谈判17日在瑞士洛桑
继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克里、伊朗外交部
长扎里夫、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和伊朗
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等双方高级别代
表当天举行数次会谈。萨利希17日表
示，美伊双方已解决绝大部分关于伊朗
核问题的技术分歧，双方将继续努力解
决剩余的技术问题。

新华社/路透

以色列议会选举大局已定

利库德集团成第一大党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表示

美伊解决九成伊核问题技术分歧

3月17日，在土耳其卡尔斯省，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中）、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
（右）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出席开工仪式。

土耳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17日在土耳其东北
部卡尔斯省正式开始建设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

根据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签署的政府间协议，
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将阿塞拜疆里海天然气
经过格鲁吉亚连接土耳其输送到欧洲国家。该天
然气管道建设预计耗资超过100亿美元，将于
2018年年底完成。新华社发（梅尔特·玛杰特摄）

土格阿三国开建
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

3月18日，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议会大厦附
近的巴尔杜博物馆内，游客坐在地上。

当天在突尼斯议会大厦附近巴尔杜博物馆发
生的武装袭击和劫持人质事件已造成19人死亡，
其中包括17名游客。据消息人士说，3名穿着制
服的武装分子当天进入议会大厦附近的巴尔杜博
物馆里发动袭击，伴有枪声，随后绑架数名正在博
物馆参观的西方游客。截至记者发稿时，3名武
装分子的身份和目的尚未可知。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袭击对突尼斯的国家形象，尤其是支柱产业
旅游业将造成重大打击。 新华社发

突尼斯发生武装袭击事件
17名游客死亡

草案确立了日本在完善各项安保法制过程中的具体方向，包括扩大自卫队对
外国军队的后方支援和制定可以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永久法

法国内政部16日说，依据经议会
批准的反恐新规定，执法机构首次封杀
5家涉嫌“纵容恐怖主义”的网站。按照
当局说法，一些被封网站有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链接。
去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授权内

政部可以在没有法庭裁定的情况下查
封网站。根据这一今年2月生效的反
恐新规定，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必须在24
小时内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关闭被认
定涉恐的网站。

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

说：“我不想看到能诱使人们拿起武器
的网站……言论自由和宣扬恐怖主义
信息的传播是两码事。（展示）那些令人
憎恶的（涉恐）信息是一种犯罪。”

按照内政部设想，用户点击这些
“涉恐”网站时，会被转入一个有“红色
手掌”图标的页面。该页面显示：你此
前所点链接含有煽动和美化恐怖主义
的内容。

不过，一位内政部官员承认，向网
站管理者直接下达封杀令要比向互联
网服务供应商下指令更有效。他说：

“我们还在评估和试运行阶段。”
除授权内政部直接封杀“涉恐”网

站外，法国国民议会还允许执法部门采
取其他举措防范恐怖主义，如阻止疑似
加入境外恐怖组织人员出境。

今年2月，6名23岁到28岁的法国
人涉嫌出境加入恐怖组织。法国政府
扣押他们的身份证和护照达6个月。

卡泽纳夫说，接下来的一周可能有
40多人会被禁止出境。这位内政部长
上个月去美国加利福尼亚，与主要互联
网企业高层会谈，以期加强极端主义网

站信息共享。4月初，卡泽纳夫还会在
巴黎再次会晤这些互联网巨头。

此外，法国内政部还出台了一个
“警告系统”。通过该系统，民众可以向
政府举报潜在极端主义者。卡泽纳夫
说，内政部上个月受理了一千余起举
报，阻止了几十个打算去叙利亚或者伊
拉克的人。

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 3月
说，约有1400名居住在法国的人打算
或者已经去叙利亚、伊拉克加入极端组
织。 刘学（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法国首次封杀“涉恐”网站
一些被封网站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