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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华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2-1、2-2），注
册号46000010039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白沙县打安鸿福手机店不慎
遗失，铁通（收据）两张，编号：
00041557、00041563；海南省国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五张，发票
号 码 ：00826577、00826649、
00826650、 00839971、
00839975，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三亚中通联实业有限公司原法定
代表人黄妍，现变更为洪伟杰。原
黄妍的股份现全部转给孙海峰。
特此公告

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三亚飞达温泉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583939334D?）因资产
权益核实需要进行公司债权债务
清理，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及办理相关登记手续，逾
期视为申报人自动放弃对本公司
进行求偿、追索的权利。联系人：
符小姐，联系电话：15799075379。
三亚飞达温泉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4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东方电厂炉底渣出售
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长期有华
能东方电厂炉底渣供应。联系地
点：海口市丘海大道1号海南电力
村 1 栋一楼海电实业公司办公
室。本销售公告长期有效。
联系电话：陈先生：13637660093
符先生：13707508516

注销公告
海南天杭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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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航远贸易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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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星瑶女士遗失海南雅航旅游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三期洋房-1
幢-1005号房收据，遗失收据编
号：雅航0012301、0012302，特此
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东华宏运家俬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注册号:
469034601110863;声明作废。
▲海南人和旺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任宝鸿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龙沐湾
福安温泉大酒店C7058房购房收
款 票 据 一 张 ，编 号 为 XHA:
0001227，金额10000元整，现声
明作废。
▲马嘉玲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龙沐湾
福安温泉大酒店C7058房购房收
款 票 据 一 张 ，编 号 为 XHA:
0003066，金额 327860元整，现
声明作废。
▲胥凤荣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龙沐湾
福安温泉大酒店A4028房购房收
款 票 据 一 张 ，编 号 为 XHA:
0001203，金额10000元整，现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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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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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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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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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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芬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龙沐湾
福安温泉大酒店A4020房购房收
款 票 据 一 张 ，编 号 为 XHA:
0001202，金额10000元整，现声
明作废。
▲陈林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业
有限公司碧海明珠小区龙沐湾福
安温泉大酒店A4011房购房收款
票 据 一 张 ，编 号 为 XHA:
0000992，金额30000元整，现声
明作废。
▲三亚市万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T2QBB4R，声 明
作废。
▲临高县加来中顺手机店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正 本），识 别 号
46002819660820441501，声明作
废。
▲乐东抱由为民三轮摩托车行不
慎遗失(吕镔)车辆购置完税证明，
完税证号为:16460175685，现声
明作废。
▲乐东抱由为民三轮摩托车行不
慎遗失(洪明)车辆购置完税证明，
完税证号为:16460175648，现声
明作废。

▲乐东抱由为民三轮摩托车行不
慎遗失(邢金兰)车辆购置完税证
明，完税证号为:16460175692，现
声明作废。
▲陵水田发庄园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4NA000291X,声明作废。
▲冯天枢诊所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601033017885，现
声明作废。
▲山东省潍坊市春美防水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破损一枚
公章，声明作废。
▲丁莎不慎遗失海南泰德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百利旅行接待确认单，
单号BL6203131，声明作废。
▲海南安鑫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MA5RE864XL，声 明
作废。
▲海南健甫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昌江石碌仁堂分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一本，统一信用代码:
91469031324132034A，声 明 作
废。
▲李磊遗失中华坊牡丹园8号楼
3B房《澄迈县商品房买卖合同》壹
份，声明作废。

白沙城区2块土地转让
证件齐全 13337626381李

▲张妹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
证号：4699000012000080，特此
声明。
▲周安清不慎遗失驾驶证，证号为
460004198010151839，现声明作
废。
▲黄凤不慎遗失护士资格证初级
（士）证书,编号:07171529,特此
声明作废。
▲黄凤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0846003531,特此声明作
废。
▲黄凤不慎遗失护师资格证初级
（师）证书,编号:13133186,特此
声明作废。
▲陈诚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99000011002500登报遗失
但不作废，特此声明。
▲陈化磊不慎遗失海南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18101200805000168，特 此 声
明。
▲陈化磊不慎遗失海南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学士学位证书，证书编
号:1181042008000299，特 此 声
明。
▲吴毓春不慎遗失就业创业证，编
号：4601070012002625，特此声
明。

▲儋州松涛龙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12610701，声明作
废。
▲澄迈恒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
本，注册号：469027000020071，
声明作废。
▲澄迈雅佳馨装潢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注
册号：469027000014025，声明作
废。
▲海南小民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396795515R，声 明 作
废。
▲海南香文化博物馆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副本，证
号：琼民证字第110047号，声明作
废。
▲黄飞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
书 ， 证 件 编 号 ：
199846230460022700812005，
特此声明。
▲万宁兴隆和盛手机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6600138626，现声作废。

广告

省“迎春杯”
三对三篮球赛开赛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8年海南省“迎春杯”三对三
篮球赛今天在海口市龙华区“双创”广
场举行，省内64支球队参赛。

本次比赛设公开组和青少年组，
每组各有32支球队参加。公开组参
赛球手的年龄必须在18岁至45岁，
青少年组参赛球手年龄必须在14岁
至18岁。公开组和青少年组的冠军
奖金分别为3000元和2000元。比赛
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的方式
决出冠军。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海口
市龙华区政府和省旱冰协会承办。

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台
举行大型台风救援救灾演练

本报文城1月13日电（记者王黎刚）海南民
间救灾协作平台在文昌市举行大型台风救援救灾
实兵演练。本次演练吸引了省内10家民间救援
救灾及公益组织的近100人参与。

本次演练模拟2020年某月16日上午8：00，
第20号台风于我省东北部登陆，受强台风带来强
降雨的影响，文昌市H镇山洪暴发，造成洪涝灾
害，B村被洪水围困。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台启
动预案，派出救灾救援队伍前往实施赈灾。在
演练活动现场，文昌市紫贝侬家慈善会作为灾
害发生地的社会组织，第一时间建立起现场协
调指挥中心，同时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台的各
成员单位接到命令后，按既定预案由不同地点
赶至受灾现场，检验各组织队伍救灾救援力量机
动投送的能力。

演练科目主要分为陆地和水上两大部分，水
上项目由三亚救援队和海口曙光救援队分别完
成，模拟受灾群众落水，运用人力、冲锋艇救援以
及水上转运伤员，并展示运用水上快速救援和救
生板抢救落水群众。

本次演练活动由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海
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发起，三亚市红十字灾害应急
救援中心主办，文昌市紫贝侬家慈善会协办。

三亚要求全市小区规划
电动车停放点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袁宇）为解决电
动车乱停放及私拉电线充电问题，三亚近日在全
市小区下发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的通知，并推广
安装智能充电桩，实现电动车安全充电，减少火灾
事故的发生，消除安全隐患。

电动车在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
公共区域随意停放电动车、私拉电线充电等现象
长期存在，造成安全隐患。为此，三亚消防部门
向全市各小区下发通知，要求在小区内专门规划
服务点，统一停放电动车；安装智能充电桩，利用
智能充电桩充满后自动断电的优点为各小区的
电动车安全充电，以此减少火灾事故发生，消除
安全隐患。

根据通知内容，楼道口等主要消防通道将不
允许停放电动车。三亚消防部门建议小区选择远
离小区楼层的区域，搭建专用的电动车充电棚，安
装智能充电桩为电动车充电，从而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郭
萃 邵长春 通讯员麦世晓）今天上午
6时，随着海口市至屯昌县的客运班
车发车，海口汽车总站开始为期一周
的开业预演练。截至下午5时30分，
共发班256个，运送旅客3603人次。
预演练首日车站秩序平稳。

交通方面，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表示，今天站前的几条路车流量
不大，未出现严重的拥堵问题，接下
来几天还会继续观察并进一步优化
交通。

记者上午在海口汽车总站售票
大厅看到，大厅内设有人工售票窗口
与自助售票机。据海口汽车总站综
合办副站长朱厚利介绍，人工售票共
有4个售票窗口，目前只开放其中两
个，分别销售岛内班线和岛外班线的
车票，其中岛外班线为联网售票，车
站会提供摆渡车接送乘客。自助售
票机共有16台，支持现金、银联卡、

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方式。“岛外
班线在自助售票机上可能会出现信
息显示不准确的情况，建议旅客在人
工窗口购票。”朱厚利提醒道。除了
现场购票外，旅客还可通过“海汽客
运”微信公众号、海汽集团官方网站
等网络渠道在线购票。

候车大厅内乘客正在有序排队
过检票乘车，“相比于南站，新车站
更干净明亮，购票也比以前方便很
多。”准备前往定安县的乘客吴月婷
告诉记者，她从购票到安检候车就
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微信支付
省去了找零钱的麻烦，更加节省时
间，自助检票显得很‘高大上’，只需
在自助检票机上扫描纸质车票上的
条形码就可以通过，跟坐高铁一
样。”据了解，已进行实名制验证的
旅客在网上购买了发往市县班车车
票，如果不需要报销凭证则无需取
票，持身份证即可乘车。

对于市民担心的车站搬过去会不
会加大拥堵的问题，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表示，交警、交通、城管等职能
部门全部在现场指挥协调疏导交通。
下午5时左右，仍在现场调查交通情
况的海口交警龙华大队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车站开业预演练第一天，站前的
道路、迎宾大道和凤翔路的车流量不
大，基本上通畅。他们还要继续观察
几天，将根据车流量变化的特点，对交
通组织进行优化调整，更进一步提高
周边道路的通行效率。

同时，海口汽车总站还多次对车
辆运行路线进行测试，并根据时间段
制定多个路口多个方向行驶路线，尽
可能减少对市区交通的影响。朱厚利
说，“车站所有班线车都不进入市区
内，并采取绕行凤翔路等方式，分开三
个方向进入新总站，避开车站周围易
堵路段，下一步还会根据预演练实际
情况继续对路线进行优化。”

在基础设施体验方面，前往汽车
总站乘车的旅客陈馨韵告诉记者，她
乘坐公交车在公交枢纽总站下车后，
走地下通道过来感觉不是很顺畅。她
说，“虽然有指引牌，可还是有点懵，走
了挺远，楼梯口还有积水，不如从地面
上走方便，过个马路就到了。”她建议
可以在路面上设置斑马线供行人过马

路，下雨或者天气太热时走地下通道，
平常就从斑马线过马路也能保证行人
安全。

记者同时获悉，海口汽车南站于
13日暂时关闭，所有客运班车全部搬
迁至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对于汽车南
站今后的用途，海汽集团将根据公司
发展需要来定位。

海口汽车总站开业预演练首日直击

购票只需5分钟 刷“证”进站更方便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郭萃）
海口马拉松赛将于1月14日上午7时
30分开跑，海口交警部门已提前发布通
行提示，提醒前往机场、火车站，出入海
甸岛、新埠岛、滨海大道北侧的市民提

前安排好出行时间，注意绕行；海口公
交集团发布《2018海口马拉松赛公交
保障方案》，对途径马拉松赛起点的4
条公交线路提前发班并加密发班间隔。

此外，海口市运管处发布《2018

海口马拉松赛公交保障方案》，结合
海口公交线路网情况，为比赛当天运
动员与市民乘坐公交提供了具体的
出行解决措施。当日途经马拉松赛
起点的21路、76路、94路和96路公

交车早上发车提前至5：00。在07：
30之前4条途经公交线路的发班间
隔加密至每5分钟一班，为运动员准
时准点到达比赛地点保驾护航，参赛
选手凭号码布可免费乘车。

海口马拉松今日开跑 出行提示看过来 林树松同志逝世
原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农村工委副主任（副厅级）、离休干部林树
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月10日
逝世，享年91岁。

林树松，男，海南昌江人，汉族，1941年3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主要历任琼崖纵队勤务员、译电组长，海
南区党委机要科副科长，东方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县委副书记，海南磷矿党委书记，保亭县
委副书记，陵水县委副书记，昌江县委书记，海
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纪检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村工委副主任、
省关工委副主任等职。1993年12月离休。
享受按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联系电话：13322001225（亲属）
13111915368（省人大办公厅）

中共省委老干部局
2018年1月12日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起点-椰海大道北半幅）-
椰海大道-中山南路口（进入椰海大道南半幅）-琼山
“双创”广场（迷你终点）-滨江路（东半幅）-新埠桥（全
封）-新埠大道-西苑路-海新大桥（南半幅）-碧海大
道-海兴路-（半程终点）-碧海大道-世纪大道-世纪
大桥（西半幅）-滨海大道（北半幅）-长喜路-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全程终点）

温馨提示 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管制区域内除了持
有赛事专用车证的车辆和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警车、消
防车、医疗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1月14日
06：30-14：30

以下情况需绕行

绕行龙昆南路—迎宾大道—
绕城高速前往机场，或者从国兴
大道—琼州大桥—琼山大道—新
大洲大道前往机场

绕行海秀快速路、海盛路、南
海大道、粤海大道；进入海甸岛的
车辆选择世纪大桥、和平桥、人民
桥绕行前往

选择人民桥、
和平桥绕行前往

管制（比赛）路线管制时间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陈
奕霖）“幸亏有叶菜价格指数保险，政
府财政补贴了 90%，农户自缴才
10%，平均1亩缴纳20元保费，1茬
叶菜如果亏损，每亩最少可以获赔
100元。”今天上午，海口秀英区东山
镇统历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
光益说，负担减轻了，农户的种植积
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记者了解到，该合作社去年投保
的叶菜面积2303亩，农户自缴费用不
到5万元，获得保险赔款近40万元。

不仅是统历岭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海口郊区的苍东村常年蔬菜
基地，200余户外地菜农也为800亩
的叶菜投了保险。菜农黎锦强告诉
记者，去年12月下旬以来，天气晴
好，蔬菜高产，市场收购价有所降
低，但由于该处菜农大多是自己运
往附近批发市场销售，未有各乡镇
田头收购价过低的现象，小白菜保
持在 2元/斤左右。“但买了保险就
多了一份保障，如果菜价过低，我们
也能减少损失，有资金可以继续投

入生产。”黎锦强说。
海口市农业局数据显示，2017

年海口常年蔬菜基地保有量5.3万
亩，全年累计种植约48万亩，其中，
叶菜种植面积近30万亩，占全年种
植面积61.4%；2017年12月叶菜种
植面积为 2.38 万亩，产量 1.76 万
吨，同比增长 10.24%，生产能力大
大提升。2017年 7月以来，海口市
农业局、物价局及中国人保海南分
公司共同开展的叶菜价格指数保
险试点工作，截至2017年 12月 31

日，已承保的面积共计 3.45 万亩，
保费共计753万元，赔款688万元，
惠及的涉农企业与种植农户多达
4200户次。

海口市农业局种植业处负责人
表示，该项业务的实施，充分调动了
菜农淡季种植叶菜的积极性，规避了
农户因市场价格波动造成的经济损
失，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与保户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有效维护了淡季叶菜
市场价格的稳定，为稳定老百姓的菜
篮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财政补贴90%，农户自缴10%

叶菜价格指数保险让菜农吃了定心丸

市区前往机场 市区前往海口火车站

通过琼山大道、江
东大桥、江东大道、新东
大桥、新埠路绕行前往

进入新埠岛

提前安排好出行
时间，避免影响出行

进出滨海大道
北侧区域

驶出
海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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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演练首日南海网视频带你看现场
■车站长啥样？航拍给你看

■记者现场体验换乘、进站、购票、检票

■停车位有点少？能否加一些？

■评论：演练发现问题能否“马上改”

海口美舍河生态修复
二期进入收尾阶段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治水办获悉，
目前，海口市美舍河生态修复二期工
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沿途环形慢行栈
道已渐露全貌。

记者今天在美舍河七中段和国兴
桥段看到，河段沿途的慢行栈道已经
渐露全貌。上午9时许，不少周边居
民在河边散步，不少老人在树下下
棋。河面波光粼粼，河道两旁栽满了
各色水生植物。市民周道璜说，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来河边散步赏景，这里
已经成了海口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

据悉，在美舍河生态修复工程中，
海口还注重提升林荫场地比例，增加
了亲水台地、缓坡草坪、休闲活动场所
等活动场地，方便市民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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