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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栏目广告电话：1364757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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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马效娟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320322197708311324，特此声明。
▲海南海澄新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刻章许可证，证号：0160604，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金地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服务
业机打发票的发票联两张，发票代
码 ： 246001360413, 号 码:
03044140、03044141,特此声明
作废。
▲李建高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28196708051612，特此声明。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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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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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楼出租
财富广场24层，整层出租，面积
1118平米，价格面议。
联系人：13005069218 黄女士

15109805393 戴先生

寻尸启示
5月13日三亚港门港发现一具男
尸，身高160cm左右，方脸，偏瘦，
如 了 解 死 者 情 况 ，请 联 系
88860030 三亚港门边防派出所

贷 款
栏目广告电话：18608908509

公 告
栏目广告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电话：18608908509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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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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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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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木子风范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号码
为：460100397421101，声明作废。
▲海南薇尔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因未备案，现声明作废。
▲儋州罗便泽利橡胶产销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注册号：469003NA000090x，特
此声明。
▲海口和泰鑫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壹本，税务号：
460100062344079，现声明作废。
▲海口欧之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壹本，税
务号：460100062345012，现声明
作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石油分公司海口秀英供气站遗
失气体充装许可证正本，编号:
TS4246055-2015，声明作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石油分公司儋州中兴供气站遗
失气体充装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TS4246O87-2015，声明作废。
▲ 曾 华 南 （ 身 份 证
460026198201142423）于 2014
年9月5日在海南省第四人民医院
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
号为：O460125792，声明作废。

▲储向臣遗失老城镇恒大御景湾
27号楼203房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 ：Hk1404960 （金 额 78000
元），现特此声明。
▲ 翁 佳 纯 （ 身 份 证
460036198803060022）于 2012
年1月7日在海南省琼中县人民医
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
编号为L460093308，声明作废。
▲李从峰遗失二级建造师职业资
格证书，编号为：465697，声明作废。
▲ 陈 娜 娜 （ 身 份 证
460004198612220029）于 2013
年3月30日在海口市第四人民医
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
编号：M460127292，声明作废。
▲吴秀星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编号为：460107600176590，声明
作废。
▲吴秀星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编
号为：460004197701063825，声
明作废。
▲白沙顺意摩托车检测中心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编 号 为 ：
469030000001755，声明作废。
▲陈兰兰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2219900902352X，特此声明。
▲海口芳宝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为：J6410010329401，特此声明。

国贸时代广场写字楼招租
一楼（可做商业）；二层、二十八层
可做写字楼；电话13518883581

东方市高铁站旁地块转让
面积150亩，文昌高隆湾一线海景
地块转让：面积200亩，联系人朱
先生13735118858

诚招代理商暨省区域经理
现有心脑血管、肿瘤、泌尿系统、乳
腺增生、肝病等国家医保和独家专
利品种，现诚招有医院、诊所、OTC
连锁等销售渠道合作者，产品操作
空间大，合作方式灵活。另招有以
上业务资源者作为本省区域经理，
待遇底薪加提成。有意向者请联
系！网址 www.gxchanghong.
com.cn 邮 箱 guangxichang-
hong@163.com 电 话 0771-
4015616、18178108949李生

▲陵水椰林曼诺比菲店 （李曼）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陵国税登
字 460034197301040024 号，声
明作废。
▲李席宾遗失居民身份证、驾驶
证 ， 编 号 为 ：
430421198407042879，特此声明。
▲海南博昊酒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私章，声
明作废。
▲海南瑞达信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编号为：
460100000546403，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丽莱皇
冠酒店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兴恩服装店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28600083711，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府城中山南路壹伍捌
玖美发中心遗失公章许可证，编码
0118020，现声明作废。
▲陈琼帅遗失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系学生证，学号为：
201309020202，现特此声明。
▲三亚山水燕海通讯店不慎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60202600115619，声明作废。
▲孙爱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 本 ， 注 册 号 ：（L）
4600033002183-01，声明作废。

省青少年足球基金募集公告
为了给全省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
提供持续源动力，共青团海南省委
于4月28日正式设立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基金。基金募集热线：
0898-66225875。户名：海南省
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开户行：中国
银行海口文明东支行，账号：
265002574085。共青团海南省委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29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
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
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
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
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
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
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

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
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申请时间：2015年05月15
日08:00至2015年06月15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

年06月15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06月17日08:30至08:40
开标时间：2015年06月17日08:50
投（开）标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八、其他事项
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请。
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
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

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先生 古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5月15日

宗地号

2013-83号

土地位置

位于《海南陵水县香水湾A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范围内

用地面积（平方米）

11719

土地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0<容积率≤1.02
建筑密度（%）

≤20
绿化率（%）

≥50
建筑限高（米）

≤12
出让年限

70

保证金（万元）

2686

起始价（元/平方米）

2880

投资总额（万元）

3843.57

选取公告
为加强工程建设规范化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根据《海南省交通

运输厅关于实行交通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随机选取制度的
若干意见》（琼交运公[2009]57号）文件规定和“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现对文昌“两桥一路”工程滨海旅游公路昌洒至铺前段工程施
工招标进行公开随机选取招标代理机构。

一、报名条件
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2.同时具备国家发改委核发的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甲级资格

和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格，且均在有效期内的
招标代理机构；

3.2014年5月1日至今承揽过2个投资额在20亿元以上的公路
工程招标代理业务；

4.已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完成备案，外省招标代理
企业必须取得《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拟任本
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如为省外企业，项目负责人及技
术负责人须已列入《备案手册》中进行备案），均须具有路桥类高级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同时具有已完成注册的招标师职业资格证书
及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甲级造价人员资格证书。

二、申报材料
凡有意参加选取者，可按《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实行交通工

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随机选取制度的若干意见》（琼交运公
[2009]57号）文件要求填报《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选取申报表》两份，
并由项目负责人到场报名。申请人提交复印件时应提供原件核对。

三、材料递交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5月20日，上午9：00—

12：00，下午15：00—17：00。逾期递交材料的，不予接收。
2.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道39号南方明珠小区

A4-1
联系电话：0898-66295257
联系人：王东升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7日

选取公告
为加强工程建设规范化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根据《海南省交

通运输厅关于实行交通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随机选取制
度的若干意见》（琼交运公[2009]57号）文件规定和“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现对中线高速五指山至乐东段工程项目的施工招
标进行公开随机选取招标代理机构。

一、报名条件
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2.同时具备国家发改委核发的中央投

资项目招标代理甲级资格和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甲
级资格，且均在有效期内的招标代理机构；3.2014年5月1日至今
承揽过1条200公里以上且建安费在100亿元以上的高速公路工
程招标代理业务；4.已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完成备案，
外省招标代理企业必须取得《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
手册》。拟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路桥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
称且有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甲级造价人员资格和招标师证
书；项目技术责人具有路桥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有交通运
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甲级造价人员资格。（如为省外企业，项目负
责人及技术负责人须已列入《备案手册》中进行备案）。

二、申报材料
凡有意参加选取者，可按《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实行交通工

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随机选取制度的若干意见》（琼交运公
[2009]57号）文件要求填报《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选取申报表》两份，
并由项目负责人到场报名。申请人提交复印件时应提供原件核对。

三、材料递交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15年 5 月 18 日至2015年 5 月 20 日，上午9：

00—12：00，下午15：00—17：00。逾期递交材料的，不予接收。
2.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大道西城秀舍领秀苑3B
联系电话：15338910425
联系人：刘工

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7日

据新华社开罗5月16日电（记者
郑一晗）埃及开罗刑事法院16日对前
总统穆尔西作出死刑判决，原因是其
参与了发生在 2011 年初的一起越狱
事件。

当天一同被判死刑的还包括多名穆
斯林兄弟会（穆兄会）领导人，他们被指
控在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
活动时实施越狱并袭警。该判决书将提
交给宗教领袖穆夫提，由其依据伊斯兰
教法对判决提出意见。

2011年1月27日，穆兄会宣布将参
加反对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的抗议示威，
穆尔西和穆兄会其他一些领导人之后被
捕。此后，埃及发生大规模越狱，穆尔西

等人重获自由。穆尔西、其他多名穆兄
会领导人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被控共同
策划并实施了越狱行动，包括持械冲击
关押穆尔西的瓦迪·奈特伦监狱等三所
监狱、绑架多名警察，导致50多名警察
和囚犯死亡、超过2万名囚犯逃走并造
成大量财产损失。

除越狱案外，当天法院还对穆尔西
所涉的间谍罪案件进行了审理。法庭
指控相关被告与境外组织勾结在埃及
从事恐怖活动，并将国防机密泄露给外
国。在该案中，多名穆兄会领导人被判
死刑，其中包括穆兄会最高决策机构指
导局副主席海拉特·沙特尔，而穆尔西

并未获刑。
上月21日，因被控在2012年总统

府外抗议示威活动中非法拘禁和暴力镇
压示威者，穆尔西被判处20年监禁。该
案是埃及法院首次对穆尔西所涉多起案
件作出判决。

来自穆兄会的穆尔西2012年当选
为埃及首位民选总统，执政一年后在大
规模民众抗议示威中遭军方解除职务，
随后穆尔西因涉嫌煽动暴力等被捕，并
面临多项司法指控。穆尔西下台后，穆
兄会被埃及当局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包
括穆兄会领导层在内的数千名穆兄会成
员和支持者被捕，并因涉嫌煽动暴力等
面临审判。

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专电（记者穆东 关
建武）美国联邦陪审团当地时间15日下午宣布，
判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焦哈尔·察尔纳
耶夫死刑。

根据判决书，陪审团由7名女性陪审员和5
名男性陪审员组成，经过审议，认定了对焦哈尔·
察尔纳耶夫可判处死刑的17项指控中的6项。
陪审团认为，最终的裁决“量刑适度”。

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出庭受审的焦哈尔·察
尔纳耶夫为自己做辩护时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打
算推卸对爆炸案应负的罪名，但他认为，自己的行
为是受其兄塔梅尔兰的影响所致。

上个月，同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针对焦哈
尔·察尔纳耶夫的所有30项指控全部成立。由于
其中有17项可判处死刑，案件再次开庭审理，以
决定他被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

2013年4月15日，波士顿国际马拉松比赛终
点线附近发生爆炸，造成3人遇害、260多人受
伤，震惊美国社会。爆炸案嫌疑人塔梅尔兰在逃
逸途中与执法人员交火时受重伤死亡，另一名嫌
疑人、塔梅尔兰之弟焦哈尔随后在执法部门的全
城大搜捕中落网。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嫌疑人被判死刑

日本警方针对一名女大学生发布逮捕令，她
涉嫌两年前用老鼠药毒害两名同窗。据她本人供
述，这样做的理由只是为了观察人体服用鼠药后
会有什么反应。共同社15日报道了这桩奇闻，但
鉴于嫌疑人系未成年，没有公开她的姓名。

这名名古屋大学女学生已于今年1月被捕，
原因是涉嫌于去年12月用斧头砍一名77岁老
妇。而警方掌握的最新证据显示，嫌疑人还于
2012年5月至6月在宫城县仙台一家歌厅内给两
名好友的饮料中下硫酸铊。作案时，嫌疑人还是
高中生。

警方说，这名嫌疑人已经承认毒害好友，并称
这样做是为见证他人服用老鼠药有何反应。其中
一名受害男同学至今还因中毒而患有视力低下等
后遗症。 杜鹃(新华社微特稿)

鼠药毒同学
竟然只为做实验！

92岁的英国老太太奥利芙·库克做
了一辈子慈善，却因不堪慈善机构无休
止的索取，以及对人性的失望，选择了自
杀。

首相卡梅伦称赞库克为慈善事业作
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同时要求监管
机构就她遭到捐款信件和电话困扰展开
调查。

92岁老人跳下河谷自杀

库克居住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
斯托尔，父亲是军人。1938年，16岁的
她首次参加慈善活动，售卖人造罂粟花
为伤残军人募捐。1943年，库克的丈夫
在二战战场上战死。她发誓，今后每年
都参加慈善义卖，作为对丈夫的纪念。

近80年来，库克总共卖掉大约3万
朵花，成为英国从事这项慈善活动时间最
久的人。此外，她还长期向数十个慈善团
体捐款，几乎用去所有的养老金。

由于坚持不懈的善举，库克获得了

英国退伍军人协会授予的特别奖章，去
年还获得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颁发的

“亮点”奖。
然而，本月6日，人们在布里斯托尔

的埃文河谷中发现了她的遗体。目击者
看见，库克在著名的克利夫顿悬索桥附近
山崖上借助一个梯子越过围栏，跳下河
谷。警方初步认定，这名老人死于自杀。
库克的家人本周公布了她去世的消息。

一个月收260封募捐信

库克的朋友和家人认定，慈善团体
无休无止的索求让她陷入拮据、承受巨
大压力，是把她逼上绝路的主要原因。

多年来，库克每月通过银行向多达
27家慈善团体捐款。2013年底，她被

查出患乳腺癌。虽然手术成功，但是她
身体状况变差，难以继续前往银行，而且
陷入财务困境，因而今年初停止捐款。
但是，要求捐助的信件和电话有增无减。

库克的家人和朋友一度无法与她联
络，因为她害怕接电话。家人帮她换了
电话号码。但是不久，募捐电话又蜂拥
而至。甚至在库克去世之后，仍有大量
募捐信上门。

她的女儿凯瑟琳说，母亲患上失眠
和严重抑郁，压力巨大，慈善团体“不应
该对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穷追不舍”。

去年10月，库克接受一家当地报纸
采访时说，她最多一个月中收到260封
请求捐款的信件。“我每一封信都读，而
问题是，当我读完，我就不能拒绝。”

她的朋友厄利说，两个月前，一件事

情严重刺激了库克。她从邮局给家人寄去
250英镑，钱却不翼而飞。库克曾在邮局
工作17年，这件事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
根稻草”。

“她深受打击，怎么也想不通，总是
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她以前总是信任他
人，认为做人应该诚实、相互尊重。但
是，这件事发生后，她不再信任别人。”

压迫式募捐如同催命

就库克之死，一些慈善机构否认采
用纠缠方式募捐或者拒绝发表评论。但
一家受慈善组织委托寻找捐款人的呼叫
中心原雇员露西·德雷珀则披露，的确存
在压迫式募捐的现象。

“他们（上司）积极鼓励我们滔滔不

绝地说，对他们（潜在捐款人）穷追不舍，
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都有具体的任务
指标，如果完不成，就被炒鱿鱼。我干了
两三周就辞职了，因为我受不了这种做
法。”

在德雷珀工作的最后一天，一名母
亲接到电话后说，她的儿子失聪，所以她
已经给一家残疾人慈善机构捐款。德雷
珀向对方表示感谢，随后挂断电话。但
是，她的上司走过来训斥道：“你为什么
挂断电话？你应该继续说下去，应该继
续给她施加压力！继续施加压力！”

英国慈善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公
众捐助对一些慈善机构而言至关重要，
所以它们必须严肃对待投诉，以保护公
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和信心。”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被募捐”重负逼死英国慈善老人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判死刑
原因是参与了越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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