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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 叶 德 玉 （ 身 份 证 ）
460006198601086226于2014年
10月31日在海南万宁兴隆华侨农
场医院出生女婴一名，名字叫黄雨
濛，其出生证不慎遗失，现声明作
废。
▲海南华健药业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0606332，声明作废。
▲海南华健药业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130， 发 票 号 码 ：
003955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海阔天空商旅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房 产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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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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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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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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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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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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澄迈县城金马花园有证现房
房子20套2600元/m2起，铺面8套
4500元/m2，王1397668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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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源小区
现房尾盘热销，一线江景房特惠销
售中。位邻滨江路省公务员小区
和风江岸对面。热线 0898 一
65345566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161219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6年 12月 27
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没收的不合格钢材共 85.65
吨。竞买保证金：5万元。
说明：1、竞买人须具有有效的废旧
物资回收资质和近一年的纳税、缴
交社保费记录；2、保管费、仓储费、
吊装费由买受人承担；3、本次拍卖
重量多不退少不补。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
公告之日起至12月26日止
电话：68555955 13005087166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
大厦22层

通知
海南博港房地产交易有限公司：
2005年12月23日你公司和我公
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将我
司位于海口市海榆中线的土地出
租给你公司，由于你公司未按约定

▲东方广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
供电临时用电保证金收据，编号：
002466（金额：63000元），声明作
废。
▲马迎春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证
号：340321198502082150，特此
声明。
▲海南云雾农业有限公司遗失
2009年7月23日之前公章、财务
章、私章，声明作废。

▲东方凯撒休闲娱乐中心不慎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4600151320，发票号码：
06824595，声明作废！
▲海南琪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副本号
2- 1），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573062137H，声 明 作
废！
▲海南乐东飞扬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数十亩工业地厂房出租合作
南海大道药谷一期13976085758

旺铺租售
位于南宝路明珠商圈，价格优惠。
联系人:刘先生 13876017164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200亩土地转让
有土地证、有报建手续，交通便利、
临湖靠山，基础设施配套完备，李
女士13337626381

时间支付租金且逾期超过三个月，
按合同约定合同可自行终止。由
于你公司的违约，按约定终止该合
同，收回土地。现特此通知你公司
自本公告登报日起三个月内撤出。

海口市海秀实业开发公司
2016年12月3日

注销公告
海口习跃包装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C5RE6Y) 向 海
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寻尸启示
12月10日5：06分，在海南铁路西
环货线海口南一澄迈间K11+450
米处（海口市石山镇美鳌村路段），
火车撞死一名违法进入铁路栅栏
的人员，死者，女性，45岁左右，身
高1.52米，上身穿黑色长袖，内穿
花白色短袖衬衫，下身穿黑色尼龙
长裤内穿花白色睡裤，脚穿粉红拖
鞋，没有任何证件，目前尸体保存

在海口市殡仪馆。请知情者与海
口火车站派出所联系，电话：
31686468，31686402.
海口铁路公安处海口车站派出所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鲁能红塘湾旅游度假区项目展示区园林景观工

程施工招标
2、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三亚市红塘湾
5、工程规模：本项目地处三亚近郊，毗邻天涯海角、南山寺、大小

洞天三大景点，三面环山，南面靠海，生态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三
亚鲁能红塘湾旅游度假区展示区总建筑面积4657.67平方米(其中计
容2297.82平方米，地下室2359.85平方米)，景观面积18827.78m2，其
中绿化面积11289m2，园建面积7538.78m2。

招标控制价：15358335.65元人民币
计划工期：30日历天；
6、申请人资格要求：
具备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一级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投标人拟派项

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6年12月19日至23日(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及
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投标报名时须由拟委派的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具
备园林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持身份证到现场报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
件与资料：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建造师注册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建设工程
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人员（施工员、安全员、
质量员、材料员、资料员、造价员、测量员、机械员，各1名）的岗位证书
及身份证原件核对。【以上资料须提供原件核对、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
件两份，所有资料必须整理成册，封面写有“某某项目招标投标报名资
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公章）】。

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9、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先生 电话：0898-88275788

2016年12月19日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228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12月28日10:00在本公司公开拍卖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69号盛木·天一方公寓B天逸庭4层4A房，建
筑面积：75.97m2，已装修，拍卖参考价：55万元，竞买保证金：24万
元。 特别说明：本次拍卖采取整体、现状、净价的方式，产权过户手续
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标的所有欠费以及过户过程所发生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报名及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2月27日
17:00。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27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
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账号:46001002036053015358，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并到我公司（海口市国贸大道
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
以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前到账为准。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8976435423 许先生。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
66517609。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hngypm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16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南
沙路39号昌茂澳洲园7栋504房（证号：海房字第HK084424号，建
筑面积：133.13m2），参考价：64.8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现将
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7年1月5日上午
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拍卖厅；3、
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1月4日
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7年1月3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账号：1009454890000711；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
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
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31981199
13322006990；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口市规划局《海口滨江新城控制性详
细规划》14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解决绿化带、高压走廊、缝隙地等占用土地补偿问题，根据市
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3〕126号关于城市规划变更调整占用项目开
发用地补偿问题的相关规定，我局正按微调程序开展《海口滨江新城
控制性详细规划》1401地块规划修改。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一、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
（2016年12月19日至2017年 01月09日）。二、公示地点：海口市
规划网站（www.hkup.gov.cn）。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
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12月19日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229期）

现受委托，定于2016年12月29日10:3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

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参考价：16000 元/m2，竞买保证金：100
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2月28日17:00止。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6年12月28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联系电话：
0898-68538825 68538965 18976947136

G-1号
G-2号
G-3号

建筑面积（m2）
94.29
99.56
99.56

房产证号
房权证海房字第HK242720号
房权证海房字第HK242721号
房权证海房字第HK242722号

土地分摊面积（m2）
91.08
96.17
96.17

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2016）

第008177号、第008176号、
第008174号

海口市美兰区和
平大道66号宝安
江南城3号商铺

标的名称

2017年“倾城绽放•遇见未来”迎新晚会将于2016年12月23日
在我市举行，为确保晚会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我支队决定对部分路段
实行适时交通管制。现将交通管制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6年12月23日15:00—22:00。
二、管制路段：大英山四街、大英五街、五指山南路、大英山西四路

段。
三、实施交通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行人严格按照现场执勤公安

民警的指挥或道路交通标志牌指示行驶。由此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16年12月19日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关于“倾城绽放•遇见未来”迎新晚会活动期间海口市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
要靠供给侧推动。2017 年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来年经济
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
和谐稳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
央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
基础上，给出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今年以来，

我们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
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
成效，行业供求关系发生积极变化，政
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我
们的经济导向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也
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充分表明这一重
大战略判断经受了实践检验，符合实
际、富有远见。

从长远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刚开了头，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
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
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

衡。解决这些失衡，仍要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我国经济
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
走向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始终
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通过去除
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
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
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
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
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明
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深
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落实已部署
的各项任务，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

政策措施，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
展。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围绕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
放心”多做文章，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
度，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广辟农民
增收致富门路。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
济，高度重视“脱实向虚”的苗头，坚持
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壮大新动能，扩
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四是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研究
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
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防止出现大起大

落。同时，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
大战略，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内容。

“道虽迩，不行不至”。发力供给
侧、打赢攻坚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
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
的阶段演进。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
将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激发经济新
动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任务。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武汉12月17日电（记
者王立彬）一辆自动驾驶车17日在
武汉一条2公里长的路段开始测试
和演示。未来两年间，普通游客均可
以参与测试并体验这辆雷诺自动驾
驶车。

雷诺集团、东风雷诺汽车公司
和武汉蔡甸生态发展集团17日联
合宣布，三方已携手在武汉建立一

个自动驾驶示范区。该自动驾驶示
范区位于武汉西部蔡甸区的中法武
汉生态示范城。一辆电动的、基于
雷诺ZOE的自动驾驶原型车从12
月 17日开始，将在后官湖畔一条2
公里长的路段进行自动驾驶测试和
演示，为期两年。

这将是国内第一个开放性自动
驾驶示范区，对普通游客开放，人们

可以尽情参与测试和体验雷诺这一
自动驾驶车辆。

据悉，雷诺集团认为汽车的未来
在于发展电动、互联和自动驾驶车
辆，因此在价格实惠的主流车型上引
进“无需用眼/无需用手”技术。在行
驶枯燥阶段，如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
行驶或交通拥挤时，汽车转入自动驾
驶模式可以减少驾驶者精神压力。

自动驾驶车在武汉开始测试和演示

“闭着眼开车”将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为
深入推进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盗
抢骗犯罪行动，严厉打击盗抢骗犯罪
活动，12月13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

缉令，公开通缉10名重大盗抢骗犯
罪在逃人员：尹群僧、尹群伟、吉克尔
曲、韦海恩、沙马阿年、朱彦辉、田正
锋、黄爱民、洛多降措、郝星。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举、
揭发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现
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公安部通缉10名重大盗抢骗犯罪在逃人员

据新华社罗马12月18日电（记者罗娜）中国
驻意大利大使馆17日接到意警方通报说，连日来
意警方加紧调查中国女留学生遭抢后不幸遇难
案，现已抓获两名嫌疑人，并全力追捕另一人。

据安莎社报道，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离移
民局不远的移民和流浪者聚集区，其中一人20
岁，有犯罪记录，另一人未成年无犯罪记录。此
外尚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在逃。

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
5日在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后遭抢劫，此
后失去联系。意大利警方9日凌晨在罗马托
尔·萨皮恩扎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具亚洲女性尸
体，经家属辨认，确系该失联学生。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意使馆高度重视，多次
约见相关单位，敦促意警方尽快查明有关情况，
抓捕罪犯并绳之以法，切实保障旅意中国公民
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中国女留学生在意遇难案追踪

两名嫌疑人落网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2月17日电（记者徐
烨 王瑛）自16日起，委内瑞拉多地发生民众
砸抢商铺事件，几十家华人商铺遭受严重损
失。截至目前，砸抢行为已得到初步控制，受灾
华人已转移到安全地点。

16日起，位于玻利瓦尔州的玻利瓦尔城、
瓜西帕蒂、图梅雷莫等几个城镇部分民众，因不
满委政府废除面值100玻利瓦尔纸币后未按时
投入新币，而大规模砸抢商铺。据不完全统计，
共有几十家华人商铺和住家遭到砸抢，对当地
华人的经营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砸抢事件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了解在委中国公民及
华商人身和财产受损情况，并多次联系委外交
部、内政部、国防部等部门，要求委方高度重视，
采取有效举措，尽快恢复和维护治安，切实保障
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目前，受灾华人已在当地侨团帮助下安全
转移。中国大使馆已与侨团一起筹划受灾华人
的安置和救助工作，委国内各主要侨团也在全
国范围发起了向受灾华人捐款捐物活动。

几十家华人商铺和住家
在委内瑞拉遭砸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