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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主楼407，联
系电话：0898-63330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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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5年6月14日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2015）海仲字第393-1号

海南国贸房地产开发公司：本委受
理申请人海南华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你公司之间“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送达应仲裁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及补充名单、仲裁庭组成表、
权利义务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仲裁庭组成表、答辩书及举证期为
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逾期，本委
将指定甘力为本案独任仲裁员于
2015年8月26日上午9时在海口
市和平大道18号寰岛泰得大酒店
6楼第二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

二O一五年六月四日

变更法人及更换印签公告
海南浩瀚鑫森投资有限公司，因业
务需求变更法人及更换公章、财务
章、合同章，2015年6月15日启用
所有新印签，请公司债务人在本公
告发布后两个月内向公司申报债
权，逾期视为放弃债权。
特此声明

海南浩瀚鑫森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4日

注销公告
海南鼎环布施贸易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万宁春波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拟
向万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万宁兰空矿业有限公司拟向万宁
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
报45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耘涛康体设备有限公司拟向
儋州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
人见报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金富裕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证号

46010020135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林达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注册号：460200000032067，

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证号

4602007987206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辉煌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注册号:（H）4602003002581-

06，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证号：

460032195911260436，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副本，代码：L1192438-

3，正本登记号：组代管460200-

020992，副 本 登 记 号 ：组 代 管

460200-020992-1，声明作废。

▲王云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460107600179029，特此声明。

▲三亚瑞文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

一 本 ，证 号 ：琼 地 税 三 亚 字

460200573060158，特此声明。

▲陶强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360124 1989 0927 1254，现特

此声明。

▲邓伦诚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7604205238，现特此声

明。

▲海南意华鑫源投资有限公司赵
小珠遗失个人私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琼海栗驰贸易有限公司拟向琼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有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我公司与海南添源实业有限公司
于2015年 1月签订了《添源广场
工程总承包合同》、《美伦河广场工
程总承包合同》，经核查该项目未
依法办理报建及招投标手续，违反
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我公司特此声明：江苏溧阳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与海南添源实业有限
公司于2015年 1月签订的《添源
广场工程总承包合同》、《美伦河广
场工程总承包合同》自始无效，因
本合同对外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
本公司概不负责。 江苏溧阳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溧阳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注销公告
海南柏斯洁净服装制品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捷信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绿巨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拟
向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辉宏水产品有限公司拟向省
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见报
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锦美贸易有限公司拟向工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口华湘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
委受理的吴文海与被申请人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
〔2015〕第33号），并定于2015年7
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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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昌

▲岳阳不慎遗失学历证书，编号：

123081200806003824，现特此声

明。

▲许长城遗失全国建设工程造价

员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号 ：琼

060A01531，特此声明。

▲江凯珊不慎遗失机动车驾驶证，

证号：445281198806020345，声

明作废。

▲江凯珊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45281198806020345，声明

作废。

▲江凯珊的琼A9GF55车辆行驶

证遗失，声明作废.

▲林少徽不慎遗失海南省农垦通

什师范学校毕业证，证号：琼垦通

师毕字20011211号，特此声明。

▲海口秀英水运日用百货商行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税号

为：460030198306194523，声明

作废。

▲海口秀英水运日用百货商行不

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 各 一 本 ，注 册 号 为 ：

460105600101608，声明作废。

▲王继翔遗失二代身份证，编号:

32102719810614091X，声 明 作

废。

▲三亚大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1-1）一本，

注册号：460200000030852，现声

明作废。

▲文昌文城樱杰建筑建材商行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为：

469005600251488声明作废。

▲郑晓燕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件编号：20022408，声明作废。

▲符兰东遗失叉车特种操作证，特

此声明。

▲黄华森遗失低压电工作业证，证

件编号：T450422199112143351，

声明作废。

▲李秀香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

注册号 469003600080871，声明

作废。

▲东方市四更常春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证号：69894242-9,声明作废。

▲徐微微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

天下139-2404房楼宇认购书原

件，认购书编号为：0001104，现声

明作废。

▲海口市监察局财务专用章因破

损未备案，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文昌利介农业有限公司拟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我司
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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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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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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 138766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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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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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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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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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国都市报社、海南日报社发行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南国
卖报小行家”勤工助学活动即将启动。往届全省参与活动的中小学生
人数达到5000多人，深受广大学生与家长的支持。为了推动本届活
动的开展，本报将通过新闻版面、DM彩页夹投及进小区等方式，大力
宣传“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及支持本届活动的商家。为丰富活动内
容及增加学生活动礼品，我们面向全省开展招商活动，商家可通过现金
或物品等形式赞助和参与本届活动。欢迎爱心企业及各大商家踊跃参
与！来电咨询电话：66810583（张小姐） 66810754（王小姐）

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招商

美丽湾汽车租赁
海南省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车新齐全、提供日租、月租、年租
凭驾驶证、身份证、即可办理租车
电话：66757877 6666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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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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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儋州启航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拟向儋州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

债务人见报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

宜。

注销公告
三亚乐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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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欣海布艺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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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东郊利锋辣椒农民专业合作

社拟向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文昌白金海岛风情餐饮有限公司拟

向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澄迈瑞溪裕昌养殖专业合作社拟向

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万宁润丰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拟

向万宁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万宁运茂种养专业合作社拟向万

宁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 销 公 告
海口美依纯美容美体中心拟向海

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60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创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琼海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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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春红于2011年9月4日在万
宁市人民医院出生一名男婴，其出

生 证 不 慎 遗 失 ，原 证 编 号 ：

L460061082，声明作废。

▲林道宁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号

码为：460024197502190915，特

此声明。

▲琼海康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副本，编号[2010]

365，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机械工业总公

司汽车修理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69031000002352，声明

作废。

▲海南百洋饲料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增值税发票一张，发票号：

00589160，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永旺制砖有限公司兴旺分

厂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

证号为：460027698901782，声明

作废。

▲三亚林达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证号：

460200786641781，声明作废。

▲三亚盈海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20001398202，声明作废。

▲海口市监察局办公室章因破损

未备案，现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银座造型室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03600124428，声明作废。
▲中共海口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证
明专用章因破损（未备案），现声明
作废。
▲海口市监察局证明专用章因破
损未备案，现声明作废。
▲海南电网定安供电公司调度运
行所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600251001219，声明作废。
▲东方市铁路小学遗失工会主席
钟振鸾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证
号：210900132，声明作废。
▲蔡金莲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4199310154227，特 此 声
明。
▲海南华夏旅行社有限公司第一
营业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两
本，注册号：460100000055373，
现声明作废。
▲冯凯遗失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通
用机打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146001210202，发 票 号 码 ：
11761644，声明作废。
▲海南鹿业发展公司不慎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0442302，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吉雅美容瑜伽会馆不
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10006740301，声明作废。

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

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公告
因为黄丽珍不慎遗失海国用
（2000）第96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现对该证登报公告予以注销，
如对此注销事项有异议者，请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六十天内以书面
形式向我局提出申诉，否则，公告
期满，我局将依法予以补办登记发
证手续。特此公告！

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11日

波兰国防部长布特克维丘斯
14日证实，波兰准备允许美军在波
兰部署重型武器装备，双方正在就
这一事项磋商。美国《纽约时报》前
一天披露，美国打算在波罗的海三
国和多个东欧北约成员国部署坦
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可供多至
5000名美军作战使用。

此举针对俄罗斯，将是冷战
后美军首次在原属于苏联势力
范围的东欧北约成员国部署重
型装备。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波兰拟接纳
美军重武器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闫亮）乌克兰危机尚未化解，北约
与俄罗斯近来分别举行军演互秀“肌
肉”。在此背景下，美国计划在多个东
欧北约成员国和波罗的海三国部署足
够5000名美军士兵使用的重型武器，
包括坦克、战车和其他重武器。

据媒体预测，该计划有望获得美国
国防部长和白宫的批准。而计划一旦
落实，这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首次在前
苏联加盟共和国或前华沙公约国部署
重型军火。美国此举有何考量？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报道，美国

军方将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
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各部署足够一
个连队或大约150名士兵使用的军备；
而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
利各部署足够一个连队或一个营即
750名士兵使用的军备。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避免在这些东
欧国家长期部署军力。根据北约与俄
罗斯1997年签署的协议，北约承诺不
会在靠近俄罗斯的国家“长期部署相当
数量的地面作战部队”。

美国官员证实，美军专家已对可能
部署军备的东欧国家进行了实地勘察，

五角大楼也正在针对提升当地铁路系
统、兴建新仓库及部署重型军备所需的
其他设施进行成本预估。

波兰国防部长布特克维丘斯 14
日证实，波兰准备允许美军在波兰部
署重型武器装备，双方正在就此事进
行磋商。此外，立陶宛国防部长奥莱
卡斯也证实，立陶宛准备接纳美军重
装备，正与美方讨论具体地点，用于

“永久”部署。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原属苏联势

力范围的北约成员国部署重型武器，明
显针对俄罗斯，而美国《纽约时报》直言

不讳，美国的这一举动就是为了防范俄
罗斯可能发动的侵扰。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并
入俄罗斯之后，加之立陶宛、拉脱维
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境内都有亲俄的
少数族裔，美国大力渲染俄罗斯对波
罗的海三国的安全威胁，以方便其介
入局势，同时也向盟友显示其保护盟
友的承诺。

但对俄罗斯方面而言，美国的这一
行动毫无疑问将激发俄罗斯方面的敌
意，加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紧张关
系，并有可能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重型武器部署东欧 美国想干啥？

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图尔恰县，美国的MV－22B鱼鹰直升机参加代号为“铂鹰15”的联合军事演习。 （来源：新华社）

希腊与国际债权人14日晚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救助谈判，但因“分
歧很大”未达成协议。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鉴于外界和
谈判双方均将这次谈判视作避免希腊本
月出现债务违约的“最后尝试”，谈判未
果意味着双方短期内达成技术性解决方
案几乎不可能，欧元区领导人或许将在
18日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就希腊
的命运作“艰难的政治决定”。

对于谈判失败，双方说法不一，就连
谈判持续时间都相互矛盾。

按照希腊政府的说法，被视作立场
最强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
这次谈判破裂的最主要原因，其坚持要
求希腊进一步削减养老金和增税，显得

“不理性”。
希腊官员坚持，希腊在削减养老金

和最低工资水平问题上不会再作更多妥
协，但表示仍准备好与国际债权人对
话。然而，欧盟和IMF官员已经明确表

示，除非得到授权，否则他们不会再与希
腊方面举行进一步谈判。

希腊本月对IMF总计约16亿欧元
的债务到期。本月4日，希腊突然宣布将
5日到期的首笔贷款和6月其余3笔贷款
一起延至6月30日“打包”偿还。然而，
在急需国际债权人释放72亿欧元（80亿
美元）救助贷款的情况下，希腊与国际债
权人的谈判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

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在被
双方都称作“最后尝试”的谈判失败后，
避免希腊本月底出现债务违约的技术性
解决方案显然已不大可能，欧元区财长
可能在18日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就希
腊问题作出“艰难的政治决定”。

研究欧元区市场的经济分析师雅各
布·芬克·柯克加德认为，国际债权人近
来在谈判中对希腊政府的立场趋于强

硬，似乎已经放弃了努力说服希腊总理
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妥协的希望，转而
倾向于通过强硬姿态迫使希腊国内政治
氛围作出某些改变，比如产生“一个更着
眼现实的新政府”。

柯克加德说：“整个欧元区因此没有
其他（齐普拉斯）现实选择，只有寻求雅
典方面的政权更迭。”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最后尝试”谈崩 希腊等候“判决”

日本媒体15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由于不顾民意、强行在国会推动安保法案等一
系列涉嫌违宪之举，首相安倍晋三的民意支持率
已经跌至其2012年上任以来的最低点。

日本电视放送网公司上周末开展的这份民调
显示，安倍的支持率已经从这家媒体上次调查时
的43.5％下滑至41.1％。上任初期，安倍的民意
支持率一度维持在70％以上。

民调还显示，62.5％的受访民众反对日本行
使集体自卫权，63.7％反对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
与行使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相关的
一系列安保法案。接近80％的受访民众认为，安
倍内阁对新安保法案的解释“不充分”。

安倍内阁5月14日通过与行使集体自卫权、强
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相关的一系列安保法案，涉及扩
大日本自卫队的作用等。新安保法案随后提交国
会审议。鉴于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
参众两院占据多数议席，安倍内阁有能力借助这一
优势在当前国会会期内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

不过，一些分析师认为，在面对批评声越来越
大的情况下，安倍如果未经充分解释和讨论而执
意推动通过新安保法案，势必进一步拉低自己的
民意支持率。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安倍支持率创新低

南非一家法院15日以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为
由，下令逮捕前来约翰内斯堡参加非洲联盟首脑
会议的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不过，在法院发
出逮捕令前，巴希尔已经乘专机启程回国。

苏丹外交国务部长伊斯梅尔告诉新华社记者：
“有些媒体关于总统失踪或被扣留的传闻并不属实，
这是针对苏丹的新闻炒作，总统没有任何危险。”

第25届非盟首脑会议1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召开，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当天发布临时禁令，
限制巴希尔离境，并要求南非政府不得允许巴希
尔离境，缘由是国际刑事法院要求南非逮捕这名
遭通缉的苏丹总统。

国际刑事法院2009年3月以涉嫌战争罪、反
人类罪等罪名对巴希尔发出通缉令。

南非政府先前表示，欢迎巴希尔出席峰会，南
非方面将保证所有与会代表的豁免权。

得知巴希尔顺利离开南非后，国际刑事法院
首席副检察官詹姆斯·斯图尔特说，对南非没能逮
捕巴希尔感到“失望”。 （新华社微特稿）

巴希尔离开南非
顺利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