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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狮峰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469002000001099；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为：460002665123224；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66512322-4,声明作废。
▲皇桐镇新芬幼儿园遗失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2599501 ，现声明作废。
▲海南盛泽悦家具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100097685084G，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狮峰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琼
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离职启事
刘智慧、周辉、王英堤从我司离职
时间均超过1个月，尚未办理离职
手续，请一周之内到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未办理，我司将按照劳
动法处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6月4日

吸收合并公告
我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

拟吸收合并海南绿佳源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
合并后海南绿佳源商务酒店有限
公司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400万
元，海南绿佳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合并各方债权债务均由合并
后存续方海南绿佳源商务酒店有
限公司承续。请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天内，向公司申请申报
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特此
公告！联系人：王小姐，联系方式：
0898-68512688 15008090243，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63号。

海南绿佳源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2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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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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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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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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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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澄迈旭兴捕捞专业合作社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证号：
469027NA000676X，声明作废。
▲李丹妮遗失摄影师高级技能证
书，证号：1621001058300088，特
此声明。
▲麦庆萍遗失琼台师范学院毕业
证 书 ， 编 号 ：
138111201606001499，特 此 声
明。
▲姚明信和邱绍新共有的那大大
地住宅区C82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不慎遗失，证号：儋国用（那大）
字第07033号，现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丰来海鲜批发行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
469003600195987，声明作废。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公告
据座落于儋州市那大大地住宅区
C82号所有权人姚明信声称:其领
取的《房屋所有权证》（儋州房权证
那大字第07471）不慎遗失。现向
我局申请补办，若对该房屋持有债
权者，请自公告之日起15天内向
我局提出，否则届时将注销该房权
证，按规定补发。特此公告2017
年5月16日。

求购
澄迈老城工业区工业用地20亩。
张女士1300509 6553(谢绝中介)

文昌会文镇药店转让
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648665898

注销公告
海口美兰大英兴达印务商行拟向
海口市美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大
英工商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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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坤旭羊饲养专业合作社拟向
海南省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后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定安坤日富硒鸡饲养专业合作社
拟向海南省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后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定安山之泉苗圃专业合作社拟向
海南省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后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声明
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原《年产1
万吨植物蛋白饮料项目》，海高新
建字第2016-23号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因公司生产内容调整，现
声明注销，特此公告。

▲余春熊和毛学乖于2016年1月
8日03点10分在海南省万宁市人
民医院出生一名男婴，名为余瑞
晨，其出生证不慎遗失，证号：
P460098561，声明作废！
▲陈义银不慎遗失护士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 ：11274889，特此声明！
▲陈义银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201246001180，特此
声明！
▲儋州圆梦养殖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03583946219H，声 明 作
废！
▲三亚盈湾酒店有限公司三亚喜
来登度假酒店不慎遗失海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4600153320， 发 票 号 码 ：
03004438，声明作废！
▲吕欣柔遗失石梅山庄别墅E3房
代收款收据，编号：0139863，声明
作废。
▲宋卫东遗失石梅山庄别墅C05
房，代收款收据，编号0139862，声
明作废。
▲海口美兰北门黔味饭馆税务登
记证副本不慎遗失，纳税人识别
号：522629196903184856，现特
此声明。
▲海南省轮滑协会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海口
市集用（2009）第009773号

土地证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7]323号

莫燕萍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爱群村委会晚胆

经济合作社，使用权面积为95.07

平方米的海口市集用（2009）第

00977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经

调查，上述《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登

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

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口

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

申述（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

65360879）。逾期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给莫燕萍补发上述宗地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

注销公告
海南斯克曼化工有限公司拟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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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鑫源养天和大药房拟向儋州

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见

报日起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鸿兴百顺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 2- 2，证号：
91460100324033044Q，声 明 作
废。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遗失海南
省公益事业接受统一收据，编号：
0078451-0078475，声明作废。
▲张开泓遗失广州大学华软软件
学 院 毕 业 证 ， 证 号 ：
126181201405001477，特 此 声
明。
▲唐海燕遗失土地证，编号：海口
市国用（2011）字第002241号，声
明作废。
▲屯昌屯城如意水疗会所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46002619731007031301，声明作
废。

砥砺奋进的5年

精准扶贫驻村调研

“来这里报到那天，是我22岁
的生日。我当时想，好残酷啊！”徐
晓瞳笑着回忆道。一旁的开艳玲
接过了话茬，“我当时是哭了啊，这
里最偏远，分到了这里，运气也太
差了吧！”

马库小学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
龙江乡马库村，这里距离中缅边境线
不到2公里，当地人都叫这座小学为

“国门小学”。2016年9月，刚刚走
出校园的徐晓瞳和开艳玲被分配到
这所学校，成了除校长外“唯二”的两
位教师。

独龙江乡是独龙族的聚集地，这
里深处峡谷，交通不便，而马库村又
是距离乡政府最远的村子，刚开始工
作，两位老师着实适应了一段时间。

“我现在已经习惯没电的日子
了，有时突然来电我还不习惯。”来自
怒江福贡县的开艳玲是个傈僳族女
孩，活泼健谈，“因为这里经常会有泥
石流，然后就停电，有时候持续时间
特别长，比如这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就
好久没有电。”

“从3月3号到3月22号。”来自
大理的白族小伙儿徐晓瞳抢着说道，

“即便来电的话，也是分时段的，下午
1点来4点停，晚上12点来次日早上
7点停。”

晚上一停电，老师们就只能带
着学生做游戏，没法上晚自习。“这
是最麻烦的，因为各个学校的成绩
是要排名的，这个学校又很特殊，
所以压力还是挺大的。”二人异口
同声地说。

“教学中，要把很简单的词，再化
成更简单的概念去教。”徐晓瞳念起
了自己的教学经，“比如‘危险’，什么
是‘危险’呢？你看到一条蛇，这个状
态，就是‘危险’，就这样教他们。”

“你看整个村子，最好的建筑就
是我们学校。”马库小学校长张学芬
不无骄傲地说。尽管已经是校长，但
其实张学芬今年只有25岁。和两位
老师不同，她并不是专职教师，而是
当地聘用的“志愿者”。

“我们学校是2015年9月建成，
当时我就来了，教师换了几批，我一
直在，所以就成校长了。”张学芬笑着
说，“就算没有正式编制，我也愿意在
这里干，因为和孩子们已经有感情
了，中途离开感觉不负责吧。”

开艳玲的想法和校长一样：“我

至少要把这批孩子带出去，所以几年
之内还是要留在马库。”

“我其实还是想回老家那边，但
是先要在这里干几年，我已经做好这

个准备了。”徐晓瞳边说边点了点头。
吃过中午饭，校长邀请记者为

全校师生拍摄一张全家福，他们选
择了学校门口的一幅壁画做背景，

因为“这里最漂亮了”。壁画上，十
多个孩子手拉着手，脸上绽放着甜
蜜的笑容。 记者 许杨

（新华社昆明6月3日电）

3位老师、17个孩子
——探访云南独龙江“国门小学”

新华社马尼拉6月3日电（记者
董成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日证
实，1名中国大陆居民和4名中国台
湾居民在2日发生的菲律宾酒店遇
袭事件中不幸遇难。

2日凌晨，“马尼拉云顶世界”酒
店遭遇袭击，涉案枪手开枪射击并使

用汽油点燃酒桌造成火灾，导致至少
38人死亡、54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核实情况，并
已向菲警方和涉事酒店表达关切，请
其加快事件调查进展，及时向中方通
报情况，并为有关人员家属处理后事

提供便利与协助。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我公民

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并将为死者
家属来菲和处理后事提供尽可能的
协助。大使馆同时提醒当地中国公
民注意安全，勿前往事发地和人群密
集场所。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陈
键兴）据报道，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发
生的酒店遇袭事件中，有4名台湾同
胞罹难。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日
应询表示，我们对在菲遇难的台湾同
胞表示哀悼。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必
要的协助。

在菲律宾马尼拉酒店遇袭事件中

5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其中1名是中国大陆居民、4名为中国台湾居民

新华社联合国6月2日电（记者倪
红梅 史霄萌）联合国安理会2日一致通
过决议，强烈谴责朝鲜核导活动，并将
更多相关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决议说，安理会以最强烈的言辞
谴责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发
活动，再次强调朝鲜必须以完全、可
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所有核
武器和现有核导计划，并立即停止相

关活动，不再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
发射和进行核试验。

根据决议，朝鲜14人被列入旅
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制裁名单、4个实
体被列入资产冻结制裁名单。

决议说，安理会重申维护朝鲜半
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
性，愿致力于达成和平、外交、政治解
决方案，欢迎安理会成员及其他国家

通过对话协助达成和平、全面的解决
方案。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决
议通过后发言说，安理会通过的这一决
议表明了国际社会反对朝鲜发展核导
计划的一致立场，同时决议重申维护朝
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承诺以和
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强调有
关各方降低半岛紧张局势的重要性。

中方呼吁各方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涉
朝决议，通过防扩散和促和谈“双加强”
推进半岛核问题和平解决。

朝鲜去年1月6日和9月9日分
别进行核试验，并多次试射弹道导
弹。联合国安理会同年3月2日和
11月30日两次通过决议，谴责朝鲜
进行核试验，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
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进行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通过涉朝鲜决议
中方呼吁通过防扩散和促和谈“双加强”推动半岛核问题和平解决

U盘病毒“替身”大量交叉感染

打印店电脑
成病毒传染扩散载体

据新华社天津6月3日电（记者周润健）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近日发布病毒警报称，一款名为

“替身”的U盘病毒正在全国范围内大量交叉感
染，各地打印店的电脑成为病毒传染扩散的载
体。时值毕业季，学生群体打印毕业论文等资料
时极易遭到此类病毒攻击。

360反病毒工程师谭合力介绍说，“替身”病
毒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会把U盘里的文件资料隐
藏起来，并创建与被隐藏资料相同名称的快捷方
式作为“替身”。如果受害者在使用电脑时双击打
开快捷方式，U盘里的病毒就会被激活运行，感染
它所连接的电脑，从而实现在不同电脑间快速交
叉传播。

谭合力表示，与以往常见的U盘病毒不同的
是，“替身”病毒更顽固，它会启动一个“守护”进程
专门保护病毒。

被病毒隐藏的U盘资料，尽管可以通过设
置“显示隐藏文件”找到，但是病毒创建的快捷
方式仍然会留在U盘里。谭合力提醒说，一定
不能手动删除快捷方式，这样会导致U盘资料
被病毒清空。如果发现病毒感染情况，应使用
专业安全的查杀软件对U盘杀毒，可以彻底清
除“替身”等U盘病毒，并修复被病毒感染破坏
的文件。

俄计划2022年
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2日电（记者魏忠杰）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科马罗夫2日表示，俄
新一代“联邦”载人飞船将于2022年首次发射。

科马罗夫是当天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
透露这一消息的。他说，俄方已经决定，“联邦”载
人飞船将由“联盟－5”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俄方
认为，届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发
射费用也将增加，但俄方能保证按时发射“联盟－
5”运载火箭，这一新式运载工具将大大降低发射
成本，显著提高发射服务效率。

“联邦”载人飞船由俄“能源”火箭航天集团研
制，用于向近地轨道及月球运送人员及货物。俄
现役“联盟”系列载人飞船只能搭载3人，而“联邦”
飞船最多可搭载4人。飞船可以自主飞行30天，
在与轨道空间站对接状态下可以连续飞行1年。

美国科学家
第三次探测到引力波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科学家近
日宣布，他们第三次探测到了由双黑洞合并事件
产生的引力波。

最新一期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发表的报告
说，这两个黑洞距离地球约30亿光年，在合并前
的质量分别相当于约19个和32个太阳，合并后
的总质量相当于约49个太阳，有约2个太阳的质
量转变成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释放。

今年1月4日，这个来自宇宙深处的引力波
信号抵达地球，以3毫秒之差被LIGO组织位于
华盛顿州汉福德市与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顿市的
两个引力波探测器先后探测到。经过分析，科学
家确定它是引力波。韩中央地方法院拒发逮捕令

崔顺实之女获释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3日以证

据不足为由，拒绝对“亲信干政”案主
角崔顺实的女儿郑某下达逮捕令，郑
某随即获释。

法院在裁决中说，在当前调查
阶段，尚未掌握充分证据，“难以确
认逮捕该女子的理由、必要性以及
恰当性”。

此前，郑某被转移至首尔中央地
方检察厅等待裁决。当天凌晨2时
20分左右，郑某得知裁决结果后被释
放。获释时，郑某告诉媒体记者：“我
为引起麻烦深感抱歉，我真的很抱
歉。我将继续真诚地接受检方问讯。”

郑某2015年以“马术特长生”名
义被梨花女大招收。2016年年初，韩
国媒体爆料，郑某通过走后门才进入
梨花女大，且在校期间频繁耍大牌。
韩国社会哗然，郑某随后被校方取消
学籍。

今年年初，郑某因护照过期，在丹
麦北部城市奥尔堡被拘留。韩国随后
要求引渡，直至上周才获丹麦方面同
意。郑某一度提起上诉，后撤回。

据《韩国先驱报》描述，现年20岁
的郑某是一名“单身母亲”，育有一名
快两岁的男婴。孩子目前留在丹麦由
保姆照顾。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马库小学的师生在校园里合影。 新华社记者 许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