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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临高碧桂园方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自开），发票代码：246000790619，
发票号码：00061169、00061154、
00061181、00061182、00061161、
00061160、00061567、00061190、
00061168、00061188、00061178、
00061199、00061159、00061157、
00061191、00061200、发票代码：
246001190619，发 票 号 码 ：
00218694、00180230、00180225、
00180226、00180224、00180223、
00180219、00180232、00180205、
00180236、00180242、00218785
共28张，特此声明。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6】355号

李靖锋向我局申请“土地证丢失补
办”业务。经查，该地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大坡镇西昌水库，土地使用
面积为65211.86m2，土地证号为
海口市国用（2009）第011868号，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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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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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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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9912934

▲海口市琼山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0631301，声明作废！
▲儋州大成南风化肥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03600172819，声明作废！
▲赵继番与孙晓霁夫妇于2012年
11月2日在儋州市妇幼保健院出
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
证号O460079893，现声明作废。
▲谭仁纳与吕莹夫妇于2014年3
月7日在儋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出
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
证号O460078240，现声明作废。
▲海南汇国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因公章未备案，现声明作废。
▲钱立新不慎遗失中国海南海花
岛2号岛181栋805单元认购书，
认购书编号0174208，声明作废。
▲方亚杰遗失身份证，证件号：
342422199010070151，声 明 作
废。

注销公告
海南常信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凰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人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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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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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海南花梨木古老家具
18689898700

求购公司
求购海南本地注册、证照齐全的医
药销售公司。联系人：杨先生；电
话：13322087898

求购工业地
面积50亩左右，地上有厂房亦可，
海口市周边产权清晰，电话：
13907592555颜生

市中心商住用地转让
55万／亩 100亩18808965506

澄迈县中心新房出售2300元／m2

30套，13876698691

江南城叠拼别墅精装特价售
送1百多平前后花园66661188

现我局决定通告注销该土地证。
该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如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琼山分局申
诉，逾期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我
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土
地手续，并给予补发土地使用证。
特此通告。（此件主动公开，联系
人：陶双双 电话：65800929）

2016年11月4日

注销公告
海南晟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盛源弘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坤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坤德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金色沙滩游戏大世界（普通合
伙）拟向海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
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临高碧桂园方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自开），发票代码：246001390619，
发票号码：00157782、00158854、
00157219、00157167。发票代码：
246001490619，发 票 号 码 ：
00099041、00193965、00195025、
00195027、00022673、00189979、
00189965共11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福旺旺餐饮店遗失定额
发票，代码号为：146001633152，
票号为：02479351-02479750，代
码号为：146001633142，票号为：
05624001-05624200，声明作废。
▲海南省吊罗山林业公司基建队
遗失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为：J6410001513301，
帐号：2201026409024928358，声
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妇幼保健院工会
刻章许可证原件遗失，编号：
0123823，声明作废。
▲颜利华不慎遗失房屋他项权证,
证号为:海房他证海字第6181号,
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天利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及法人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
废！
▲海口市琼山区计划生育服务站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2351102，声明作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6】356号

李靖锋向我局申请“土地证丢失补
发”业务。经查，该地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大坡镇西昌水库，土地使用
面积为66207.34m2，土地证号为
海口市国用（2009）第011853号，
现我局决定通告注销该土地证。
该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如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琼山分局申
诉，逾期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我
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土
地手续，并给予补发土地使用证。
特此通告。（此件主动公开。联系
人：陶双双 电话：65800929）

2016年11月4日

公告
根据市政项目建设施工需要，海达
路将于2016年11月7日至2017
年1月2日进行抢险施工，施工期
间将对该路段全封闭围挡施工，围
挡期间车辆禁止通行。途径该路
段车辆、行人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
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
处，尽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总承包
项目部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10月26日

▲海口万利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460100000109332，（副本号
2-1），声明作废。
▲洋浦盛辉船务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证 件 号 ：
460300000002036；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证件号：78660261-
9；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件号：
460040786602619；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4149303；公章、
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张园遗失土地分割转让证明书，
证件号：200616291，特此声明。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遗失六本林权证，证件号：
B460800662529;
B460800662526;
B460800662505;
B460800662506;
B460800662687;
B460800662685;声明作废。

围绕朴槿惠4日道歉讲话，韩国
各党派及政要反应不一，预计朝野
争吵短期内难以平息。

执政党新国家党呼吁在野党阵
营顾全大局，接受内阁改组、总理提名
等安排，以维持国政正常运营。新国
家党发言人廉东烈表示，检方应彻查
真相、彻底解开疑点，无论身份地位贵
贱，都要让触犯法律的人受到惩治。

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则拒绝

朴槿惠有关举行会晤的提议，坚称
必须先撤销金秉准的总理提名、然
后才能展开对话。共同民主党党首
秋美爱表示，必须由国会磋商后提
议总理人选，而非朴槿惠单方面敲
定人选。该党将继续组织抗议活
动，直到朴槿惠同意该党要求。

第二大在野党国民之党态度较
为缓和，表示愿意积极考虑朴槿惠
有关举行对话的提议。国民之党党

鞭朴智元说，朴槿惠愿意接受检方
调查，“这一点令人欣慰”。

金秉准4日说：“我先前提过有
必要（对朴槿惠）实施调查。总统接
受这一要求，我对此满怀感激。”前
一天，这名总理提名人在记者会上
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也不例
外，但他强调在调查程序和方法上
必须“慎之又慎”。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朴槿惠移交部分职权
是否受调查尚不确定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人士4日透露，总统朴槿惠已向
国务总理提名人金秉准移交部分职权。

当天早些时候，朴槿惠第二次就“闺蜜门”向国民道
歉，并称愿意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检方人士随后表示，
检方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调查总统。

青瓦台人士4日告诉韩联社记
者，总统朴槿惠已经把部分职权移交
给国务总理提名人金秉准。

据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朴槿惠2
日提名金秉准为国务总理，便是希望
由新总理负责打理国内事务，而总统
负责外交、国防等对外事务。

当媒体记者询问朴槿惠对国民讲
话中为何没有提及金秉准，这名青瓦台
人士说，朴槿惠赞同金秉准3日在记者
会上阐述的内容，因此无需多作解释。

金秉准3日在记者会上说，如能
上任，他将百分之百行使宪法规定的
总理职权。他表示，经济和社会政策
是自己能够胜任的领域，他已请求总
统将这些领域交给他负责。

这名青瓦台消息人士表示，希望
金秉准能够协调朝野关系、主导施
政。鉴于不少在野党议员坚持抵制
金秉准的总理提名，金秉准表示，恐
怕还要耗费一些时间才能与在野党
人士实现对话。

在野党 抵制总理提名

本月4日上午，朴槿惠继上月25
日后第二次发表“对国民讲话”并道
歉。她表示愿意接受检察机关调查，
甚至愿意接受检方特别检察组调查。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依据宪法享
有刑事检控豁免特权的在任总统表
明愿意接受检方调查，这是韩国建国
68年来头一回。

不过，朴槿惠是否果真会受到检
方调查，目前仍不确定。检方人士4
日告诉韩联社，检方目前尚无调查总
统的明确计划。

围绕总统亲信崔顺实涉嫌干政一
案，检方已经批捕崔顺实，并且拘留了
另外两名核心人物，即前青瓦台首席秘
书安钟范、附属秘书郑虎成。其中，郑
虎成涉嫌向崔顺实转交总统演讲稿、外
交安全机密等政府文件。由崔顺实掌
控的Mir财团前秘书长李某爆料称，郑
虎成几乎每天把厚达30厘米的政府文
件交给崔顺实，由后者进行审阅。

一些分析人士猜测，检方可能在
完成对上述3人的调查后，再着手调
查朴槿惠。

朴槿惠 愿意接受调查

被耍了！

乌克兰总统与
“冒牌”总统通话

乌克兰总统府网站2日发布一则消息，详
细介绍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与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通电话的内
容。不过，第二天这则消息就被撤下，原因是，
与波罗申科通话的其实是“冒牌货”。

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第一个向乌克兰政府
点破此事。阿坦巴耶夫的新闻办公室官员3
日告诉法新社记者：“有可能是什么人骗了乌
克兰总统。”不过，新闻办公室没有猜测“冒
牌”总统的身份。

有俄罗斯媒体猜测，这场闹剧可能是演员
阿列克谢·雷克萨斯·斯托利亚罗夫的“杰作”。
这名擅长搞恶作剧的莫斯科人曾经制造过类似
事件。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黑客的下一个目标
可能是灯泡

借助无线技术发送物联网蠕虫，
人为制造用电高峰，破坏区域电网

你以为黑客的目标只有你的电脑和手机？
随着智能设备日益普及，我们在黑客面前的安
全漏洞越来越多。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演示了如何利用灯泡这种智能小设备
实施黑客攻击。

研究人员操控一架无人机飞至一栋大楼附
近，然后借助无线技术发送恶意软件——物联
网蠕虫。一旦大楼内的智能灯泡进行无线固件
升级就会感染蠕虫，进而传播给其他“邻居”。

英国《每日邮报》3日报道，研究人员测试
所用的是飞利浦Hue智能灯泡，外观与普通灯
泡一样，但可以通过桥接器连接无线网络，让用
户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来设置和操控照明。

或许你会疑惑，“黑”一个灯泡有什么用
呢？研究人员说，攻击智能灯泡不是为了让它
胡乱闪烁，未来几年内，物联网设备会越来越
多，类似这样的攻击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
从而控制一片区域的智能灯泡，人为制造用电
高峰，破坏区域电网。

研究人员提醒，人们生活中的网络安全漏
洞还包括婴儿监视器、网络摄像机、打印机、烧
水壶、洗衣机、照明设备、路由器、监控摄像头
等。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超－超级月亮”来啦
比普通的满月大14％，亮30％！

天文爱好者们注意了，本月14日“超－超
级月亮”将出现！超级月亮大家都不陌生，指的
是新月或满月时，月亮与地球的距离比平时更
近，因此看起来更大、更圆。

“超－超级月亮”更不得了，它看起来比普
通的满月大14％，亮30％！

上一次“超－超级月亮”出现还是1948年
1月，如果这次你不抓紧看，下次再看就要等到
2034年11月啦！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11月5日，在韩国首尔光化门广场，韩国民众参加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的集会活动。 新华社/法新

曾在上世纪 80年代登上美国
《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并撼动无数读
者的阿富汗难民少女莎尔巴特·古
拉，近日因涉嫌伪造身份在巴基斯坦
边境城市白沙瓦被捕。

其律师4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古拉已承认伪造身份文件、
非法留居巴基斯坦罪名，她被判11
万巴基斯坦卢比（约合1050美元）罚
金和15天监禁。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一家法院当

天裁定，在刑满释放后，古拉将被遣
送回阿富汗。

法新社报道，现年 40 多岁的
古拉已是 4 个孩子的母亲。她告
诉媒体记者，自己的丈夫几年前已
去世。

古拉的律师穆巴希尔·纳扎尔
说，其当事人患有丙型肝炎，考虑到
古拉的病情，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古拉已在狱中度过11天，”纳
扎尔说，这意味着她最早将于7日获

释，“我们已经请求法院从人道主义
出发释放她。”

阿富汗驻巴基斯坦白沙瓦总领
事纳西姆·卡卡代确认了古拉将被释
放的消息。

“我们尊重（巴基斯坦的）法律规
定，古拉被判处的罚金已经全部缴
纳，”卡卡代说，“7日，我们将以体面
的方式，把她带回阿富汗。”古拉的孩
子们也将随她一同“回家”。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曾在上世纪80年代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并撼动无数读者

“阿富汗少女”涉嫌身份造假被捕

朝野 争吵短期难平

以“阿富汗少女”为封面的1985
年一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如今已成
为经典。这幅封面拍摄的就是当时在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难民营内的少女古
拉。照片拍摄时，古拉年仅12岁。照
片中她那双仿佛洞察一切的绿眼睛令
人印象深刻。

30多年后古拉再次受媒体关注，

却是因为她被捕的消息。
按法新社的说法，逮捕古拉的行

动源于巴基斯坦对难民伪造身份历时
两年的清查。古拉2014年4月以莎
尔巴特·比比的名字在白沙瓦申请巴
基斯坦身份证。在获得假身份证后不
久，巴基斯坦调查人员就开始调查她，
并于本月26日将其逮捕。

巴基斯坦一家法院本月2日曾以
“没有任何法律论据”为由，拒绝了阿
富汗方面保释古拉的请求。

古拉的经历是众多想尽办法留在
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的一个缩影。国
际移民组织说，古拉的被捕反映了一
种迹象：巴基斯坦向越来越多的阿富
汗难民施压，迫使其返回阿富汗。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