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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王国华税务登记证，证号：
460004780607361，声明作废。
▲赵云飞、辛莘遗失房产证，证号：
陵房权证陵水字第20145281号，
特此声明。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
服务中心法人卡，证号：10025，声
明作废。
▲海南七星圆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副 本）证 号 ：
460028090522901，声明作废。
▲海南南海网传媒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发票代码：4600151320，发
票号码：09112893，声明作废。
▲陈兴遗失见证员证件，证号：琼
建人（见）460020140306，特此声
明。
▲陈绪威遗失身份证，证号：
450503199510251258，特 此 声
明。
▲海南昌州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壹本、副本贰本，
公 章 一 枚 ，营 业 执 照 证 号 ：
460000000038537，声明作废。
▲海南顺利庄园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一正两副，证号：
460100000309442，声明作废。
▲张浩遗失泰龙城568号铺面押
金条，编号：0415767，声明作废。
▲海口兴盛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海甸分公司遗失移动购机押金发
票（20000 元），证号：36308116，
声明作废。
▲临高惠民捕捞专业合作社遗失
工 商 营 业 执 照:
469028NA000080X，组织机构代
码:698910398，税务登记证（地
税）:460028698910398，声明作
废。
▲核工业南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建筑业机打统一发票联（代
开 ）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246001120719， 发 票 号
00272683，特此声明。
▲海南佰和医业有限公司遗失国
税机打发票第二联发票联及第三
联 ，代 码 ：4600142650，号 码 ：
00716368，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维信口腔门诊部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证号：税琼
字231011196901060036号，声明
作废。
▲海南福良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孙令利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
460033198606154872,现声明作
废。
▲万宁市华侨特需商品供应公司
不慎遗失万宁市建设工程规划临
时许可证，证号：万住建程规临
（2013）第195号，现声明作废。
▲林春香于1998年9月7日在万
宁市山根镇卫生院出生一名男婴，
其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原证编号不
详，声明作废。
▲五指山辉德不锈钢工艺店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一 本 ，证 号
460006198205084026号，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三亚合盛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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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乐天假期会展有限公司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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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中凯工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
海南众天缘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拟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
45天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哲威投资有限公司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确权异议征询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5]375号

海口市桂林洋中心小学向我局申
请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宗地位
于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五一
社区五一队，宗地四至为：东至空
地；南至空地；西至路；北至路，面
积为15998.04平方米。如对上述
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
起十五天内向我局土地籍处提出
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
将依法办理土地确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马女士，电话：68720582

2015年11月10日

减资公告
海南曙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决定
减资，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5000万元减至150万元,其债权
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户 主 任 生 遗 失 户 口 本, 户 号
007843,户内有任艳秋、任艳波、张
宫满、王成波（四人），现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联烁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副本2-1、副本2-
2，注册号：460100000198910；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各一本，
代码：6989003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罗镇龙马村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正本原件，核准号:
J6410009003501，开户行:陵水黎
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营
业部，账号:1005512200000126，
法人:卓昌辉。

临街旺铺出售18789262865
果园转让

450亩、荔枝、龙眼、水库边高路口
3公里26年用权另820亩荔枝香
蕉沿海路边水库边离海口50公里
距海边2公里距高站2公里33年
使用权。王先生13307516259

项目整体出售
海口主城区黄金地段项目整体出
售手续齐全欢迎来电咨询中介勿
扰 电话188766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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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甸岛25小学区大四房
低容积率一梯两户通透四房双学区
小学中学一步到位电话68511258

二三层商铺出售（营业中）
另住宅125m2，390m2位于和平北
电话：13876399919 13876078626

海甸岛旺铺招租
海甸岛黄金地段3500m2旺铺整租
分租均可 欢迎致电68511258

狮子岭独立厂房5000m2出租
钢混结构二层2200m2可单独出租
察13976010139 甘13876817658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张悦颖向我两局申请补发位于三
亚市三亚湾路蓝色海岸D栋1单
元702房的《土地房屋权证》，证号
为：三土房（2010）字第01397号，
房屋建筑面积为55.21平方米，土
地面积为15.64平方米。已刊登遗
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
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两局将核
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
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1月11日

注销公告
海口福富康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

更改声明
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已11月6号在海南日报BO4版刊
登陵水县地方税务局税收完税证
明，证号：02220810，声明作废更
改成遗失声明，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南粒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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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南海风高科技农牧业发展有
限公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日起45
天内前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清算公告
海南南海风高科技农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号：460100000691434
经股东决定注销。现已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清算组由：童石军、童
玲、刘云组成。请有关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清
算申报债权债务及登记手续。联系
电话：68593148

注销公告
海南林恒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45日内来我司办理
相关事宜。

公示
宋桂芳申请继承郝德才的遗产，如
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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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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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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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代理
栏目广告电话：18889912934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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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证业务咨询
办理房产证、房产证过户、缴税筹
划、银行按揭等代理服务。
航空房产66728098、13322005679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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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若海口长养乐园老年公寓注销，注
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非
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
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
组织，并承诺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
法律责任。

海口长养乐园老年公寓
2015年11月11日

注销公告
海南林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拟向
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特此公
告。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2015）海仲字第335号

海南固邦建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海南固邦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海南固邦
建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蔡元其之
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15）海仲字第
335号仲裁裁决书。请你方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海口市
和平大道18号寰岛泰得大酒店6
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注销公告
海口新元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
报日起45天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北树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鸿余装饰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东方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关于补办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杨剑锋自称不慎将其位于东方市
市委大院53栋1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房权证东字第05585号）遗失，
现向本局申请补发。若有异议，请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个月内书
面向本局提出，期限届满上述房屋
所有权证作废，并按有关规定补发
房屋所有权证。

注销公告
海口鸿力源照明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来我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千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洋浦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45天内
来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食堂楼建设
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编号：
469001201500022），因故不慎遗
失，现声明作废。
▲徐瑞环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8507052929,特此
声明。
▲海口天名商贸有限公司海秀路
营业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
册号：（分）460100000238974，现
声明作废。
▲黄荣华遗失建造师证,证号:
246000800019,现特此声明。
▲陈奕龙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证 号 ：
460025198809062417，特 此 声
明。
▲海口麦点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海秀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为
460100000432487,声明作废。
▲海口合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件号码：
46010008250253X，声明作废。
▲王显宣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60027198509235913，声 明 作
废。
▲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遗失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的记
帐联，发票代码：246001320719，
发票号码：00189973，特此声明。
▲洋浦惠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300000010270，声明作废。
▲海南中进达实业有限公司代码
证遗失，号码713805183，声明作
废
▲海南中进达实业有限公司税务
证遗失，声明作废
▲ 张 涛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04197108055410，特 此 声
明。
▲钟拥军遗失海南省非营运性游
艇驾驶员证书，证号：certificate-
No.512923197211055472, 特 此
声明。
▲李卫丁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103199210202745，特 此 声
明。
▲林岸遗失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
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
号：琼建安审B[2013]0597，特此
声明。
▲陈瑞兴遗失监理员证书，证号：
J0981，特此声明。
▲林祺祥遗失身份证，证号：
350521198611291552，特 此 声
明。
▲王春蕾遗失华能海南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原“中海能源”）内部职
工股证券托管存单，声明作废。
▲海南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经销
部遗失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
号：J6410003682602，特此声明。
▲海南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电力
器材商场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证
号：901247094，特此声明。
▲海南三叶印刷工业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证号：
29412541-4，声明作废。

▲黄业浩遗失位于儋州市白马井
经济开发区9＃A73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儋国用（白
马井）字第19242号，声明作废。
▲黄业浩遗失位于儋州市白马井
经济开发区9＃A72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儋国用（白
马井）字第19266号，声明作废。
▲黄业浩遗失位于儋州市白马井
经济开发区9＃A58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儋国用（白
马井）字第19241号，声明作废。
▲黄业浩遗失位于儋州市白马井
经济开发区9＃A57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儋国用（白
马井）字第19234号，声明作废。
▲裴喜久遗失海南省万宁市石梅
山庄洋房G3-2-601房款收据，编
号：7014953，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隆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省琼中工商银行临时
开户许可证，证号：临时开户许可
证L6410000163101,声明作废。
▲岳阳市兴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行政公章一枚、李天保私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市天涯区台楼村名委员会
不慎遗失麦少华私章一枚、符良明
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中红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36000009366，声明作废。
▲琼中红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税字琼
国460036090524675，声明作废。
▲海南新成海物业综合管理有限
公司东方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何子贤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60003199001012878，流水号：
4600015004，声明作废。

▲三亚精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润泽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琼海分公司不慎遗失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证号为：
469002000018115，特此声明作
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拘留所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186303，声明作废。
▲江西省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
局的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一张，
发票代码为：246001420719，发票
号码：00059846，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逸龙时尚实业有限公司万
国大都会经营部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分）
460100000301428，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鼎顶有鸣风味小吃店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
为：362528197001206019A2，声
明作废。
▲陈阳君不慎遗失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证，证件号：01761147，特此
声明。
▲海南宝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西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100000732453，声明作废。
▲ 高 离 南（ 身 份 证 号 码:
410922198902241322） 于
2014年 12月 23日 01时 36分在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出生女婴一
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编码:
O460176254，声明作废。
▲海南环泰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编 号 ：
46010000059409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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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3日，由郑恺、包贝
尔、陈妍希、孙坚、唐艺昕联合主演的校
园青春喜剧片《年少轻狂》将正式公映，
对于公映日正遇“007”系列新片《007：
幽灵党》上映，片方表示郑恺、包贝尔换
了个姿态致青春，“斗”的就是“007”。

据介绍，《年少轻狂》主打爆笑喜剧
路线，影片以陈妍希、郑恺、包贝尔组成
的青春三宝为主要线索，讲述年少怪咖

的爆笑囧事。《年少轻狂》片方负责人
说，这部影片可以看成是爆笑版的《致
青春》，不仅因为两部影片的阵容都采
用了清新派演员作主演，还因为两部影
片都是讲述在年少时所发生的故事，同
时，《年少轻狂》还不像其他青春片，动
不动就提到堕胎、车祸、第三者等等，这
部影片里只有校园怪咖的囧闻和轶事，
所以看起来相当清新。 （钟新）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卫小
林）历史上第24部007系列电影《007：
幽灵党》目前正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
区热映，中国影迷期待了两个星期后，终
于等到该片上映了，记者今天从海南几
大院线获悉，海口、三亚的各大影城最早
将于今晚12时开始零点场点映。

据介绍，《007：幽灵党》最早上映的
国家是英国，时间为10月27日。当天，
与英国同步上映的国家还包括北欧的丹
麦、瑞典、芬兰等国家，其后是欧洲大部
分国家开始上映。北美上映时间为11
月 6日，拉美国家也基本与此同时上
映。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80个国家和
地区正在热映，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

了3亿美元。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截至

今天，海南影院正在热映的《前任2：备
胎反击战》是排片最多的影片，但跟全国
各地院线一样，也只有两成多排片率；
《移动迷宫2》上映已近10天，热度有所
减少，目前排片率还不足两成；《我的青
春期》排片率更低，目前只有一成多，在
这样的背景下上映《007：幽灵党》，可谓

“冬天里的一把火”，势必给缺少大片刺
激的海南影院业带来强势票房增长。

对于部分影评人认为该片不如前作
《大破天幕杀机》成功的舆论，海南院线
业内人士表示不怕将两部影片进行比
较。原因在于，其一，《007：幽灵党》有

诸多向系列经典片段致敬的地方，可以
引起影迷的怀旧情绪，因而比较还有助
新片的人气提升；其二，新片不跟随潮
流，没有采用电脑特技制作，而且使用胶
片拍摄，片中演员全部运用硬桥硬马真
人真功打斗，雄风不减当年，可以为影迷
提供不同于炫技的观影体验；其三，该片
已经是007系列片的第24部电影，经典
的系列，经典的人物，经典的台词，恒久
的影响，将对影迷形成强大吸引力，怎么
比较都不怕，而且它也的确不比前作《大
破天幕杀机》差，值得一看。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表示，以《007：
幽灵党》目前的全球卖座情况估计，该片
在中国的总票房将会突破5亿元。

《007：幽灵党》今天强势上映
目前全球票房已超过3亿美元

郑恺包贝尔换个姿态致青春

《年少轻狂》今斗“007”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卫小

林 通讯员刘怡汐）昨天晚上，“海南中粮
可口可乐”官微上一条有关“双十一成功
脱单”的推文被微信朋友圈疯转，网友们
纷纷传递李晨要来海口的消息，此事果
真？记者今天从海南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获悉，李晨的确将于11月29
日来海口，作为可口可乐旗下产品怡
泉+C代言人与海南粉丝联欢。

之所以传出这一消息，是因为该推

文同时推出的一段视频里，李晨一身白
色西装帅气出镜，手握一瓶怡泉+C饮
料，活力迸发地爆出一句邀约：“11月
29日，我在海口，与你们不见不散！”正
是这条视频，让海南微信朋友圈的网友
们疯传起了李晨要来海口的消息。

海南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兼公共事务及传讯部总监
王轶告诉记者：“11月29日，可口可乐
旗下产品怡泉+C代言人、当红演艺明

星李晨的确将来到海口，与海南各界朋
友近距离接触。”届时，李晨将给粉丝和
海口市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据悉，李晨此行是“双C合璧”为怡
泉+C而来。海南中粮可口可乐相关负责
人介绍，怡泉是源于1783年的英伦经典
品牌，主打“营养美味、时尚潮流”的健康饮
品，李晨所具有的时尚、健康活力的形象，
与这款产品的定位不谋而合，机缘巧合，李
晨因而晋升为新一代“怡泉+C男神”。

作为可口可乐怡泉+C代言人

李晨本月底要来海口

田亮加盟《全员加速中》
本报讯《全员加速中》首播刚落下帷幕，紧张刺

激的气氛还让人意犹未尽，想不到跳水王子田亮已经
等不及了，节目组正式确认田亮加盟了第二期节目。

面对即将上线的《逃出生天》关卡，田亮接受
了全国媒体的访问，畅聊参加节目感悟的同时，对
于“全家如何加速”的问题，亮哥也用猎人抓捕行
动成了和孩子们约定每天晚上必玩的游戏，来诠
释节目的内容。 （欣欣）

《007：幽灵党》剧照

《跑男3》上演“演唱会”
本报讯 11月13日晚，浙江卫视将播出《奔

跑吧兄弟》第三季（简称《跑男3》）第三期节目。
本周的《跑男3》将上演以“偶像天团争夺战”为主
题的全新“演唱会”。

节目中，“跑男团”与“筷子兄弟”、萧亚轩、吴
莫愁等音乐人组成了两大“音乐偶像天团”展开比
拼。这也是节目在体力和脑力方面深度创新之
外，再次自我升级，挑战“跑男团”的舞台表演能力
的一次尝试，继挑战吉尼斯和致敬劳动者之后，
《跑男3》将再次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 （欣欣）

《一起出发》15日首播
本报讯 第四季卫视综艺战悄然打响，湖北

卫视酝酿已久的综艺节目——明星户外寻宝探险
真人秀《一起出发》，将于11月15日晚首播。

据介绍，这档以探秘寻宝为主题的节目，因与
《盗墓笔记》渊源深，未经开播就已赚足眼球，成了
众多粉丝期待的焦点。首期节目中，柳岩、李易
峰、2PM尼坤、2PM灿盛等超人气中韩明星将悉
数到场，利用“史上最强颜值组合”开启舔屏模式。

此外，节目还力邀《盗墓笔记》剧组加盟，原著
作者南派三叔也将在节目中现身，献上“三叔”的
综艺首秀。 （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