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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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谢丽冬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1546001267，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张定国鞋店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税务登记
号 ： 琼 国 税 登 字
460100197611171515，声 明 作
废。
▲李朝旺遗失身份证，证号为：
460003198901026699，特 此 声
明。
▲定安定城奇峰铝材全行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为：G7046902101832630B，声明
作废。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
财务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优合创展艺术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3101603，声明作废。
▲海南华南热带农业科技园区开
发区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一本，证号：琼国税登字
460003742591903 号，现声明作
废。
▲廖艳林不慎遗失机动车驾驶证，
证号：LBEDMBKD6CZ000387，
声明作废。
▲海口恒瑞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 (1- 1)，注册号：
460100000489602，及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谭露不慎遗失琼州学院2014届
报 到 证 ，报 到 证 号 为 ：
11100201951，特此声明。
▲杨清清遗失导游证，导游证号：
D-4601-997560，声明作废。
▲庄灵于2013年9月18日在海南
省临高县美良卫生院出生男婴一
名，其出生证信息有误，编号为：
O460169077，特此声明。
▲海南碧水莲天高尔夫度假村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编号为：
460100793131341，声明作废。
▲吴华珠遗失教师资格证，编号
为：200635101410002703，声明
作废。
▲ 张 玉 冰 （ 身 份 证 号 ：
46010219810826122X）于 2009
年1月30日在南海医院出生女婴
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号为：
2460064887，声明作废。
▲ 张 玉 巧 （ 身 份 证 号 ：
412927197709195829）于2011年
5月10日在海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
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为：J460059818，特此声明。
▲吴会鉴遗失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职工股16000股股权
证，编号为：0001913，声明作废。
▲丁爱琼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正 本 ， 编 号 为 ：
46010760016720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文昌琼昌工程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文昌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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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2014）琼山执字第222号《执行裁
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
《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
定注销海南南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土地证号为海口市国用
（2008）第 001429 号项下 142.6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海口市
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26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三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拟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
起45天内来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公告
海口喜福会餐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各1本，
注册号：4601002013932; 税务
登记证（正、副）各 1 本，编号:
460100786615786; 组织机构代
码 证（正 、副）各 1 本 ，代 码:
786615786，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观海路建设项目，是城市基础设
施，也是促进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
需要，为了加速推进观海路用地范
围内坟墓搬迁工作，如期完成观海
路项目建设。该项目用地途经排
浦镇黑石村委会镇远村、黑石村，
瓜兰村委会瓜兰村、三宅村、田头
村，宽 40米，长 2260 米，总面积
154.98亩。本着稳定搬迁、和谐搬
迁的工作思路，根据工作安排，凡
在用地范围内的坟墓，请坟主在公
告之日至11月25日前，自行将坟
墓迁移完毕，逾期当无主坟墓处
理。特此公告

儋州市排浦镇人民政府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注销公告
琼中永安水电站（普通合伙）拟向
琼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法人变更公告
海南双友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由蔡骏变更为翁书明。

低价出售儋州市中心项目
可经营酒店、酒楼，项目占地 15
亩，总建筑面积8700m2。另：临街
商铺 2490m2，整体合作或出租。
有 意 者 请 致 电 张 先 生 ：
18789051555，23322866

房屋出售
秀英永万路维多利亚花园小区207
平米跃层住宅出售 18608952555

冷冻厂.大仓库.厂房招租
15120881789林

别墅特卖
位于海南澄迈老城区盈滨半岛的
碧海金沙温泉别墅一房产出让，建
筑面积310.38平方米（毛坯），有产
权证，距国贸25分钟车程。联系
电话：13519803787

注销公告
万宁大丰收实业有限公司礼纪商
砼配送分公司拟向万宁工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注销公告
据座落于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北路
泰安苑小区B205号别墅的黄伟存
声称：其持有的《房屋他项权证》
（证号：儋州市房他证那大字第
300405号）已遗失，自公告之日起
注销该房屋他项权证。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风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第三人张小峰：本委已受钱育中等
5人诉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2015年12月1日上
午9∶0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人
力资源市场 906室）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
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5年10月27日

声明
海口市府城文庄路4号的海南王氏
大宗祠，已于2009年重建落成，是
文物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随意
拆毁。海南王氏大宗祠内有67个
神主牌位，是提供海内外王氏宗亲
祭拜先祖的场地。该宗地于2015
年1月海口市国土局已确权为“该
宗地只用作王氏大宗祠建设使
用”。为了维护全省王氏先祖的尊
严，必须保卫好大宗祠。因此，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准随意拆毁大宗祠，
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海南王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
2015年10月26日

注销公告
海口优思达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秀英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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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供销贸易
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201601208，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60030201601208，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3010005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卓世信防水涂料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一
本、副本两本（副本号:2-1、2-2），
注册号：460000000242888；税务
登记证正本、副本各一本，税号：
460100552799842；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副本各一本，代码：
552799842，现声明作废。
▲孙丽强不慎遗失车牌号为琼B·
OCJ99的道路货运运输证正本，证
号为：460200003500，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人民政
府不慎遗失客户联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4600151320，发票号码：
03536198，声明作废。
▲海南耀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不慎遗失海南省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146001210202，发票号码：
12468534，声明作废。
▲何运明不慎遗失道路客运从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4690060010002000527，证件流
水号：460000001675，声明作废。
▲金江镇村财镇管服务站损坏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陈求彩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319831205450X，现声
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医药总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
46003300824988X，现声明作废。
▲魏海蓉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自开）发票联，发票代码：
246001590619， 发 票 号 ：
00017436，声明作废。
▲杜婉丽不慎遗失导游证，证号
为：D-4602-000195，声明作废。
▲海南如虹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遗失交行海南省分行开基本
户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5332202，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伍贰零饮吧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9027600169059 声明作废。
▲庄灵于2011年5月20日在海南
省临高县美良卫生院出生女婴一
名，其出生证信息有误，编号为：
O46016907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供销
社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201600598，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60030201600598，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3010004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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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谷出售
省三亚粮食储备经营公司有一批
稻谷出售，有意购买者请联系杜先
生：13006073131。

土地出售
老城开发区26亩地13876266352

50亩证件齐全土地转让
位乐东九所国道边18789985773

项目转让
本司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4A景
区盈滨半岛旁）一百亩优质滨海地
块，拟转让，电询18976552599

临街旺铺出售18789262865
永信投资

解决资金缺口、长短期应急企业及
个人创业、利息特低，快速下款！
电话：089866672300

商铺出售
秀英永万路临街一、二楼商铺1800
平米整体代价出售 13807681686

投资公司精装店铺招租
海甸五西路口380m218289771668

弃婴认领公告
2011年8月在保亭汽车站旁边，发
现一名刚出生的被弃女婴，请婴儿
父母或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
期视为弃婴，将被依法安置，
83668680.保亭县民政局

公示
吴妙林申请继承李勤的遗产，如有
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七日内向
我处提起，联系人:苏公证员，电话
66753138。

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通知
澄迈县第二小学的黄霓老师，请你
见报后于2015年11月5日前返校
上课，逾期学校将情况上报“教育
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澄迈
县第二小学 2015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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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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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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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推出便民信息
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服务于个人、
小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机遇难得不容
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
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钻孔、打井、防水补漏、小吃·
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林
制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帘·
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卖·甩卖 ；▲40元/条：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冰
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超市·办理水卡、晾衣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咨讯（歌舞厅）、影讯
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

二、认购时间：2015年9月1日起。
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在活动期间订

购均享受八折优惠。
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讯来了！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长形
脸，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在文昌市文城镇清
群村委会海路村祠堂处
被捡拾。请女婴生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
期 视 为 弃 婴 。 联 系 电 话 ：
63231553。

文昌市民政局
2015年10月14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9月28日刊登在《海南日
报》A11版《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土环资
公告【2015】34号），宗地绿地率更
正为绿地率≥35%（其中集中绿地
应≥20%），其他不变。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注销公告
陵水鸿艺漆业有限公司拟向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陵水建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拟向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书公告
位于文昌市文教镇文北路21号，
登记在王玉珠名下的《房屋所有权
证》，证号为文房证字第05760号，
因管理不慎丢失，声明作废。现业
主向我局申请补发证，若有异议
者，请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书面向我局提出异议，或直接
与业主理妥，否则，届时依照有关
规定办理补发手续。特此公告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0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书公告
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397
号 2栋1107房，登记在刘桂华名
下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文房
证字第 79347 号，因管理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现业主向我局申请
补发证，若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书面向我局
提出异议，或直接与业主理妥，否
则，届时依照有关规定办理补发手
续。特此公告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位于法国里昂的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IARC）26日宣布火腿、香肠、
肉干等加工肉制品为“致癌物”，并把生鲜红
肉，即牛、羊、猪等哺乳动物的肉，列为仅次于
加工肉制品的“致癌可能性较高”的食物。

患结肠癌风险增18％

来自10个国家的22名专家分析了大
约800份有关肉类饮食与癌症之间关联的
研究，从而编写出这份报告。

报告说，“对人类而言，有充分证据表
明，食用加工肉制品会导致结肠癌……每
天食用50克的加工肉制品，患结肠癌的风
险会增加18％”。报告列举，加工肉包括以

腌、熏或发酵等方式而制成的热狗、香肠、火
腿、腌肉、肉干、罐头肉或肉类酱汁等。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意味着加工肉被
这一机构列为与烟草、石棉和柴油烟气同一
类的致癌物。但报告没有就它们的致癌风险
等级进行比较，表明吃肉不像吸烟那么危险。

而对于食用牛肉、羊肉、猪肉和马肉等
红肉，报告说，“有限证据”表明“有致癌作
用”，那可能主要是引发结肠癌、直肠癌以
及胰腺癌和前列腺癌。

路透社报道，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出
的“可能”致癌物还包括草甘膦以及许多灭
草剂中的活性成分。

不过，报告没有说明，对肉类的烹饪方
式是否会影响致癌风险。

建议限制肉类的摄入

这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首次对肉类进
行评估。这一机构没提出具体的政策建
议，但“建议限制肉类的摄入”，尤其是加工
肉制品。

报告说，鉴于红肉是人体营养的重要
来源，这一研究结果应帮助各国政府和监管
机构在食用肉的风险和益处之间做到平衡。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官员库尔特·斯特
雷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个人而言，因食用
加工肉制品而得结肠癌的风险依然较小，但
这种风险会随着食用量的增加而提高。”

这一机构援引“全球疾病项目负担”团

体的数据估计，全球每年死于癌症的人群中，
大约3.4万人是因为食用加工肉制品较多。

相比而言，全球每年有大约100万人
因吸烟患癌症而死亡，60万人是因饮酒，
超过20万人是由于空气污染。

根据“全球疾病项目负担”的数字，如
果癌症与红肉之间的关联得到确认，全球
每年因食用红肉较多而患癌症死亡的人数
是5万。

肉类生产商予以抨击

对于这份报告，一些肉类生产商予以
抨击，部分独立的专业人士则提醒在解读
数字时应谨慎。

北美肉类协会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歪曲数据以确保具体结果”。这一协会主
管贝齐·伯伦说：“地中海饮食习惯的人食
用的加工肉制品数量是建议标准的两倍，
但像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地中海饮食
习惯国家的人却拥有全球某些最长的寿
命，健康状况极佳。”

英国营养专家伊丽莎白·伦德经由英

国科学媒介中心说，欧洲只有极少的人算
得上“食用肉类多的人群……肉是如此好
的铁和锌来源，相比蔬菜或其他补品，吃肉
获得的锌更多”。

英国营养研究师伊恩·约翰逊则说，
“在英国，几乎或完全没有证据表明，素食
者患结肠癌的风险比肉食者低”。

李良勇（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世卫组织下属机构发布报告宣布

火腿香肠等加工肉为“致癌物”
这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首次对肉类进行评估

因为诺贝尔奖，青蒿素的话题火了。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同时火了的还有各种
所谓的青蒿产品。

虽然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
获得诺贝尔奖还不到一个月，但多种青蒿
素保健品和食品打着“抗癌杀虫”等名号，
已“搭便车”在网上热卖。这些产品真的是
促进健康的好帮手吗？

炒作各式各样
在一家名为“美国高档保健品特价店”

的两钻淘宝店中，记者看到了一款名为高
纯青蒿素的产品，号称美国原装正品，抗

疟、抗肿瘤，目前的售价为90粒365元，近
一个月来已成交了30笔。此外还有一种
超级青蒿素的产品，60粒售价为410元。

店家在页面上介绍，青蒿素对鼠疟、猴
疟和人疟均呈显著抗疟作用。同时，还有
抗菌作用，可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与盘状
红斑狼疮；有免疫作用，可抗肿瘤、白血病，
改善心血管功效；还可治矽肺病等，并详细
给出了控制疟疾、红斑狼疮的每日用量。

从评论看，购买的网友中，有些是为海
外旅游预备的，有些则抱着“定期清理自
己”的打算。

“平时没有生病也可以吃，虽然一年到

头吃不太合适，但对一些亚健康效果也是有
效果的，我每年都会自己吃几瓶来清理体内
的寄生虫和病菌。”在询问了记者购买的对
象是“经常拉肚子的60岁左右老人”后，店
家介绍说，这种情况很合适吃青蒿素，建议
每年1－2次，每次可以吃三四瓶，并配合一
些针对肠道寄生虫和菌群失衡的产品。

不仅淘宝，在京东等平台的第三方卖
家中，也有从美国代购这种青蒿素补充剂、
青蒿植物养生茶等的店家。此外，还有很
多淘宝卖家开卖“诺贝尔奖青蒿饼”，声称
是“富含青蒿素”。但记者了解到，其实就
是传统食品艾叶粑粑，由艾蒿和糯米做成。

艾蒿不含青蒿素
这些打着青蒿素旗号的产品真有宣称

的神奇疗效吗？记者查看了一款海外代购
产品的英文说明，它是一种“膳食补充剂”，

“建议使用”显示：每日饭前服用，每天1－
2次、每次1－2片胶囊，同时孕妇和哺乳期
妇女慎用。除此之外，并未有太多关于治
疗疾病疗效的宣称。

美国普度大学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告诉记者，早在屠呦呦获奖之前好几年，青
蒿素补充剂就已在美国出现了，属于膳食
补充剂的一种。这种膳食补充剂在美国采
取“备案制度”，不需要美国食药监局
（FDA）审批就可以上市，产品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都由厂家把握。

据了解，2011年美国有一家公司在其
网站上宣称青蒿素“对病毒、细菌及真菌感
染很有效”，具有“处理肠道细菌和寄生虫”
和“杀死癌细胞”等功效。该公司的这种行

为被FDA判定为违反多条法律，被严厉警
告立即整改并在15天内向FDA报告，否
则将会被查封非法产品和禁止生产销售。

专家提醒，艾蒿不含青蒿素，所谓“富
含青蒿素”其实是噱头。即使是含有青蒿
素的黄花蒿，经过做饼这样的工序，也不大
可能还有活性。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不意味
着青蒿素就有各种网店店主鼓吹的神效。
迄今为止，青蒿素确认的功能是治疗疟疾，
没有疟疾就没有必要去吃。

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陈道峰说，青蒿
素的其他治疗作用还在研究中。“尤其是作
为食品补充剂，去宣传其治疗作用或药理
药效是不合理的。普通消费者不建议去吃
这样的补充剂，它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记者查阅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中的保健
食品数据库发现，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国家
从未批准过一款名称含“青蒿”或“青蒿素”的
保健食品。也就是说淘宝上这些产品，都并
非“正规军”。 （据新华社10月26日电）

青蒿产品竟能“强身”“抗癌”
——聚焦青蒿素保健品搭诺奖便车乱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