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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建设路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
证号：90168133-3，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和平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368-9，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新华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365-4，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陵城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364-6，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北斗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367-0，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吊罗山办事处遗失营业执照，
证号：90168360-3，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新村办事处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362-X，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散山分理处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361-1，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中山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131-7，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陵河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129-6，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新村储蓄所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证 号 ：
4600341900048，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陵水黎族自治县
支行中心储蓄所遗失营业执照，证
号：90168132-5，声明作废。

公告
三亚华宝石大酒店有限公司与三
亚盛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5
年5月31日签订《吸收合并协议》，
并获得双方决策机构批准同意。
根据协议约定，吸收合并后三亚华
宝石大酒店有限公司存续，三亚盛
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销，公司
债权债务全部由三亚华宝石大酒
店有限公司承继。公司债权人可
自公告登载之日起45日内要求提
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若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权利，公司合
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文生38273725

三亚盛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新伟物流有限公司公章未
备案，声明作废。
▲海南佳腾化工气体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王传广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27199510195917，特 此 声
明。
▲文昌锦山吴胜理发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 编 号 为 ：
469005600247015）、税务登记证
正 本 （ 编 号 为 ：
460004197912306217），声明作
废。
▲龚燕南遗失绿地海森林住宅收
据，编号为：财01-3000460，声明
作废。
▲澄迈福保橙果业有限公司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
J6410011244101，特此声明。
▲潘冬子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211202197508181777，特 此 声
明。
▲海口连豪果蔗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编号为：
460100NA000111X，特此声明。
▲洋浦安捷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经许可证》一本，证号：
46200000 0404。声明作废。
▲海南新兴龙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诚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陵
水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各 壹 本 ， 注 册 号 ：
469034000003241，声明作废。
▲冯惠娃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证号：46000000013145，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海口和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陈
健私章（法人章），以及各种资料合
同证件，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云海发家用电器维修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
本，注册号：460100000047332，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本，
证号：79313354X，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各 一 本 ， 证 号 ：
46010079313354X，声明作废。

声明
廖以薇于2014年03月11日在海
口市中医医院出生女婴一名，该女
婴于2014年7月27日因病治疗无
效死亡，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O460053002，声明作废。
▲海南雨帆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2-1、2-2），编
号为：460000000163452，特此声
明。
▲崔艳妃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0619900610448X，特 此 声
明。
▲海口正泰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为：
4601002107181）、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 编 号 为 ：
460100798703708）、公章，声明
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人民政府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编号
为：00817958-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阳光新程汽车托管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拟向海南省三亚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我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盛世华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拟向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我司办理
相关事宜。

出生证变更声明
李成华、容少燕夫妇第一代身份证
号 分 别 460027761013821、
460033197611215604于2006年
1月10日在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原府城医院)分娩一名男婴，出生
证号F460069843，其父母第一代
与第二代身份证号有误，出生证变
更，特此声明。

公告
现有澄迈县金江镇大拉地区土地
600余亩，采取招标方式选择合作
方。合作对象为农业公司、科研机
构、专业合作社和特色种植大户。
如有意向，请于2015年 6月 5日
前，提供相关资质材料后领取报名
表 。 联 系 人 ： 宋 先 生
13198988828、 胡 先 生
18389320791

海南澄迈农副业基地

遗失声明
海南正科盛达营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欧
悦林私章（法人章）、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为 ：
460100000241744，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证号为：琼国税登字
460100557378158 号，组织机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为 ：
55737815—8，银行开户许可证，
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为：
G1046010601059560O，特 此 声
明作废。

华宝防水材料专卖
我司生产销售JS、K11防水涂料，
TF、有机硅、水不漏、胶泥、胶粉，平
价供应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城西
店苍峄路18号：13976110804金
宇东路15号：66775662

浮动平台低价转让
现有60×20米水上浮动平台一座
转让。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
0898—88560178 13976892005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房屋
国有土地使用权

分割转让证明书的通告
海土资审字[2015]83号

海南宁龙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海口
市龙华区芙蓉路2号怡景苑，土地
分摊面积 13.26 平方米，编号为
200505560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
权分割转让证明书》已丢失，现通
告注销。凡对此有异议的，请于本
通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
行政审批办提出书面意见和证据
材料。逾期，我局视该土地权益无
异议，将按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办理
相关手续。特此通告。联系人：韩
帅，电话68522073，地址：海口市
政府服务中心国土局行政审批
办。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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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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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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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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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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院29日宣布，
美国已把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
名单中去除。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古
两国有望于下周正式宣布互设使馆。

美国总统奥巴马28日突然造访迈阿

密的古巴移民社区教堂，并向在场的古巴
移民致意。有媒体分析，在美古关系逐步
复苏、两国有望不久后宣布重新互设使馆
的背景下，奥巴马此举旨在释放善意。

据美国媒体报道及白宫官网消息，

奥巴马于当地时间27日和28日两天访
问迈阿密，并出席在迈阿密国家飓风中
心召开的有关防范飓风的会议。28日，
奥巴马意外造访迈阿密一处备受当地古
巴移民崇敬的教堂。在教堂，他对古巴

裔美国人为美国所作的贡献表示称赞。
28日也是美国国会有机会“挑战”

奥巴马给古巴摘掉“支持恐怖主义”帽
子决定的最后期限。奥巴马今年4月宣
布，决定将古巴从“支恐”名单上删除，

并向美国国会提交相关报告。国会如
有反对意见，须在45天内，即5月29日
前提出。鉴于目前国会方面没有任何
表示，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古巴从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去除。

美国将古巴从“支恐”黑名单中去除

美古有望下周宣布互设使馆

美国国务院29日宣布，从即日起将
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中去
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举为美古两
国恢复外交关系进一步扫除了障碍。

美国国务院每年都会发布所谓的国
际恐怖主义形势报告，列出美国政府认定
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美国国务
院称，名单上的国家“长期通过直接或间接
方式向恐怖主义提供多种形式援助”。

被列入“支恐”黑名单的国家将承受
美国在多个层面的一揽子制裁。美国不
会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禁止向其出口武
器，对向这些国家出口的部分军民两用物
品实行严格管制，同时附加各种金融和其

他领域的限制。古巴被除名后，目前这份
名单上还剩下伊朗、苏丹和叙利亚三国。

古巴首次被美国列入“支恐”名单要
追溯到1982年。当时，美国以古巴援助
西班牙分裂组织“埃塔”和哥伦比亚反政
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为由，
把古巴列入这份名单。

自那以后，古巴每年都无一例外地
出现在名单上。古巴政府每年都发表声
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将其列入“支恐”
名单，并要求美国立即将古巴从名单中
去除。虽然美国国务院报告也承认，“没
有迹象显示古巴政府向恐怖组织提供武
器或准军事化训练”，但一直拒绝将其从
名单中去除。

去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
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同时宣布启动两

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随后，两国就复交
问题举行了四次高级别会谈。然而，外
界普遍认为，是否将古巴从“支恐”黑名
单上去除，是推进古美外交正常化进程
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因此，美国将古巴正式从“支恐”黑名
单中去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改善
两国关系的诚意。不过，正如一位不愿公
开姓名的古巴外交官所指出的，实质上，这
一行为只是纠正了美方长久以来的错误。

可以预计，古巴从“支恐”黑名单上
除名后，美国对于古巴实施的一些制裁
将取消。针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国际组织对古巴的经济援助，美
国今后也将不再持反对立场。

记者 刘彬 侯熙文
（据新华社哈瓦那5月29日电）

为美古复交扫除障碍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今年4月11日在美洲峰会上会面。
新华社/路透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29日说，俄罗
斯政府发布一份禁止入境“黑名单”，多
名欧盟国家官员“上榜”。

吕特当天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说，作为围绕乌克兰危机作出的对欧
反制裁举措之一，俄方28日已将这份
名单发送至俄驻多个欧盟国家使馆，禁
止名单所列的官员入境俄罗斯。不过，
俄方没有公开这些官员的姓名。

法新社报道，这份黑名单共涉及来
自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典和芬兰等欧
盟国家的89名官员。

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议员卡尔－乔
治·韦尔曼本月24日试图从莫斯科机

场入境俄罗斯时遭拒绝。俄方随后让
他搭乘班机返回柏林，同时禁止他在
2019年前入境俄罗斯。德国方面认为
俄方这一举动在韦尔曼事先不知情的
情况下做出，指责俄方制定“黑名单”

“缺乏法律依据、信息发布不透明”。
对此，俄罗斯副外长阿列克谢·梅

什科夫27日作出回应，称俄方之所以没
有公开“黑名单”上的官员姓名，是出于
保护个人隐私的考量。他说，任何自认
可能被列入名单的人都可以去俄驻当
地使馆查询。不过，在出现韦尔曼的遭
遇后，俄方可以考虑将名单公之于众。

“我们认为，”梅什科夫说，“与西方

伙伴大肆宣扬（遭制裁俄方人员）名单
的做法相比，我们保护禁止入境人员个
人信息的举动要好得多。”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弗拉基米尔·
奇若夫上周表示，“没有一名官员因偶
然因素被列入入境‘黑名单’”，不过，名
单中并不包括欧盟国家领导人和高级
别政府官员。

去年3月以来，欧盟因乌克兰问题
对俄实施多轮制裁，俄方随后也采取反
制裁措施，导致俄欧关系严重恶化。到
今年年初，俄罗斯已有132名个人和28
家机构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

闫洁（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欧盟多国89名官员上榜俄“黑名单”

国际观察

据新华社内罗毕5月29日电（记者
邓耀敏）肯尼亚医务人员29日说，该国
西部卡卡梅加郡近日暴发疟疾疫情，目
前已造成12人死亡。

当地中心医院医务主管奥古斯丁·
阿耶维说，疫情暴发一周多以来，已有

12名儿童不治身亡。另有100多人仍
在住院接受治疗，其中大多为儿童。

阿耶维说，每年4月至7月是当地
疟疾高发期。本次疫情发生后，由于医
院血库缺血，加之医疗条件有限，尤其
是检测设备短缺，救治工作举步维艰。

肯尼亚暴发疟疾死12人

5月30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佩戴口罩的乘客排队等候办理登机手续。
韩国保健福祉部30日例行通报说，当日新确诊了1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至

此，韩国国内确诊的患者已增至12人，另有一名韩国患者在中国被确诊。 新华社发

韩国又确诊1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
患者已增至12人

5月29日，在巴基斯坦基达，人们查看一名
劫持事件遇难者的遗体。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
支省29日晚发生武装分子劫持两辆长途客车事
件，35名乘客遭绑架，其中至少20人已经遇难。

新华社/路透

巴基斯坦两辆长途客车遭劫持
20人遇难

据新华社东京5月30日电（记者冯武勇 刘
秀玲）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30日20时24
分（北京时间19时24分），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域
发生8.5级地震，东京等多地震感强烈。目前，当
地应急部门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震源位于小笠原群岛以
西海域，震源深度约590公里。受地震影响，包括
距离小笠原群岛1千余公里的东京在内，日本关
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东京能感受
到约30秒的摇晃。

据小笠原群岛居民接受日本电视台电话采访
称，感受到摇晃大概持续了1分钟。

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域
发生8.5级地震

乌克兰警方29日说，首都基辅一家
糖果巧克力店外发生爆炸，导致店铺外墙
和货品受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值得
一提的是，这家巧克力店属于乌总统、人
称“巧克力大王”的彼得罗·波罗申科。

警方在声明中说，这起事件发生在
28日午夜。声明写道：“这起爆炸导致
店铺外墙出现一个直径约0.6米的洞。
此外，店内货架和部分货品受损。”

这家巧克力店隶属于乌克兰“如
胜”（Roshen）集团，后者是全球排名前
20的糖果企业，掌门人正是波罗申科。

波罗申科出生于乌克兰西南部小
镇博尔格勒，曾在基辅州立大学学习经
济学。生意场上，波罗申科从卖可可豆
起家，后来买下多家糖果厂，合并形成
东欧糖果业巨头如胜集团。

除巧克力厂外，集团旗下企业还包

括汽车制造商、造船厂和电视台。
波罗申科曾在竞选期间承诺，一旦

当选总统，他将出售整个集团。不过，
他今年以市场不景气为由，未能兑现承
诺。今年早些时候，集团旗下多家巧克
力店遭不明身份者袭击，玻璃窗被砸。

目前，如胜集团尚未就最新发生的
爆炸事件作出回应。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乌总统巧克力店发生爆炸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9日电（记者张继业）
俄罗斯联邦航天署29日公布“质子－M”运载火
箭失事官方调查原因。

据俄联邦航天署网站消息，当日俄联邦航天署
举行跨部门委员会会议，包括航天署、国防部、工业
企业等机构的代表参加，就运载火箭的零部件、火
箭的建造、验收、运输、测试以及遥感信号等环节进
行分析，得出火箭异常中止飞行的原因：火箭第三
级发动机涡轮机组叶片在高温状态下发生损耗，造
成叶片失衡，进而导致振动载荷升高，加之平衡系
统不稳定，最终导致火箭第三级发动机停止工作。

俄公布“质子－M”
运载火箭失事原因

法国最大的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29日以
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把名称改为“共和
联盟”。路透社报道，人民运动联盟超过21万名党
员中的83％支持改名，意味着党主席、前总统尼古
拉·萨科齐的党内声望进一步提升，可能以此为

“政治跳板”在谋求再次入主爱丽舍宫的道路上更
进一步。法国Ifop市场调查公司分析师热罗姆·
富尔凯说，虽然萨科齐尚未获得2017年党内总统
候选人提名，“但他正逐渐开始掌控他的政治家
族”。不过，“共和联盟”这一新党名也引发不少争
议。批评者说，这个名称暴露出这一右翼政党“篡
夺法国价值观的企图”。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萨科齐政党更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