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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保平村
委会遗失转账支票：00180690-
00180700；00181284-00181285
共 13张；现金支票：00165276、
00165278,00165286- 0165300,
共17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福山福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和法人（王
显政）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
会委员会遗失由澄迈县总工会
2008年 12月核发，2011年 11月
29日换发的王川坚的法人资格证
正、副 本 及 主 席 证 书 ，证 号 ：
211300105。声明作废。
▲海口政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
578734502，声明作废。
▲海口政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张志宏不慎遗失购买儋州福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和泰
花园B9栋1807房购房票据一张，
金 额 4075 元 ，票 据 号 DZ：
0003736，声明作废。
▲三亚相遇故事餐厅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0202600223684，税务登记证
正 本 ， 证 号:
46003319840618388X02，声 明
作废。
▲三亚田独惠通达皮套汽车用品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60202601111737，声 明 作
废。
▲海南映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2-2，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3241734345，声 明 作
废。
▲环球航海（北京）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三亚分公司不慎遗失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副 本 ，代 码:
09051009-7，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李仁盛，男，1966年出生。吴月华，
女，1962年出生。两人均系陵水椰
林镇人。两人结婚多年未育。夫
妻俩于2014年11月17日在陵水
县楖林镇北斗加油站附近与一亲
生母亲抱养一男婴，现已3周岁，
取名李孟卓。因孩子亲生母亲已
回老家，现与抱养父母失去联系。
望孩子亲生母亲见到此寻亲公告
后，请拨打电话：15120734159。

注销公告
盛世国娱(三亚)娱乐投资有限公司
拟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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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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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海南公安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检
测中心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
发 票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63320， 发 票 号 码
04205795，特此声明作废。
▲傅作伟遗失海口市海秀中路67
号台海大厦1218房的房产证，证
号：HK123609，声明作废。
▲海口政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注
册号：460100000332659，声明作
废。
▲胡继军遗失金园办公区资金往
来专用凭证，凭证号：5011529，声
明作废。
▲海南南铁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272000311，声明作废。
▲海口凯皇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河南省华瑞防水防腐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5630501，
声明作废。
▲丁劲松不慎遗失电子导游证胸
卡，证号:KSP1878B，特此声明。
▲方雪广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口市
美兰区德利路 5-1 号凤凰公寓
1206房订土地证，分割转让证明
书编号:201114942，声明作废。
▲海口百佳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00338868，声明作废。
▲李程不慎遗失市政公用工程二
级建筑师注册证书一本，注册编
号:琼246151608143，声明作废。
▲黄海青不慎遗失一级建造师专
业类别考试合格证明，编号：
14011325，特此声明。
▲ (钮家齐JIA QI NIU)、江洪
平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和平大道15
号金色假日度假公寓503房的房
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
书，编号：200709319，声明作废。
▲盛杰曹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4412150121945，声明作废。
▲徐嘉文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证号：
460007197807020814，声 明 作
废。

注销公告
海南聚豪嘉业贸易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海岛沉香开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拟向海口市龙华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金龙工商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催款通知
林师冠：
2015年1月和9月，你分别向蔡美
容借款人民币18万元和6万元，
现借期早已届满，请将本金24万
元及相应利息偿付给蔡美容。债
权人：蔡美容 2018年1月31日

注销公告
海南高大上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
司拟向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我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瑞丰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李淑贤：你作为三亚联邦伟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
东，目前公司办公场所因城市改造
被拆除，你携带公司用章及文件联
系不上致公司业务无法开展，我根
据《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依法向你
提议于2018年4月20日下午15
时在三亚市月川中路亿源轩宇大
酒店一楼茶座召开临时股东会审
议：1、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2、确
定公司新的办公场所；3、变更公司
章程；4、重新刻制启用新的公司公
章 。 联 系 人: 张 志 伟 ，电 话:
15289867868，希望你准时出席，
你不参加不影响以上事项通过！

公告人：张志伟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万宁周边200亩土地转让
李女士13337626381

桂林洋海边酒店用地寻合作
林先生：15289791505

声明
作为洋浦华泰豪苑的开发商，我公
司所开发的一楼、二楼以及部分房
产尚存争议，欲购买我公司开发的
前叙述房产者请慎重，以防引发不
必要的纠纷。特此声明。
声明人：洋浦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18年2月1日

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
湖南核工业建设有限公司：
我商行已将（2016）琼 0105民初
2912 号民事判决书、（2017）琼
0105执498号确认的债权全部依
法转让给林庆丰。现通知你自本
《通知》公告之日起需向林庆丰履
行全部债务，特此通知。海口集瑞
源贸易商行2018年2月1日。

注销公告
三亚都市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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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口峰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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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峰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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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峰泰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第二
分公司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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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美儒种养专业合作社拟向海
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金士湘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GLW769，声 明
作废。
▲王生孝不慎遗失三亚南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海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
发 票 号 码 ：00128749，金 额 ：
418690元；发票号码：00128750，
金额：409563元；
发 票 号 码 ：00128751，金 额 ：
447275元；发票号码：00128752，
金额：307666元；
发 票 号 码 ：00128753，金 额 ：
300171元，特此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八零吧休闲吧遗失积
务登记证正本，证号:琼税保字
460002198908010052R1 号 ，现
声明作废。
▲海口千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证号:
914601000905131403，现声明作
废。
▲海南聚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号：
4600162350，发票号：03633935，
声明作废。
▲琼海丰华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10011520504，声明作废。
▲定安县供销合作联社工会委员
会法人陈雄私章不慎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昌江辉煌农资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31000010019声明作废。
▲陈天国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专业为建筑工程 注册证号：琼
246070800677声明作废。
▲陈天国遗失二级建造师资格证，
专业为建筑工程 资格证号：
461281声明作废。
▲万俊强遗失渔业船网工具指标
批准书，证号：（琼）船网（2016）Y-
DZ037号，特此声明。
▲高梦雄遗失身份证，证号：
150102196301300575，特 此 声
明。
▲澄迈澄福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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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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洋浦泰富恒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人民币10000万元减至50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泰源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到工商局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三友广告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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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芬程瓜菜产销专业合作社拟
向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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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华阳泰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来
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绿亚林业珍贵树种培育推广
中心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
起45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广文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文昌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叶保海遗失电子税票，代码：
00005011 ，号码：（141琼地证）
03151892 ，特此声明。
▲海南中颐冷冻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
珠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0017704，声明
作废。
▲海南升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67463078W，声明作
废。
▲蔡明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
证号：362202199903235918，特
此声明。
▲徐嘉文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
份证号：460007197807020814，
特此声明。
▲邓少冬不慎遗失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门诊发票一张，发票号
码：001705410295，特此声明。
▲沈凤海遗失中南西海岸B10-
1301房金额119184元购房收据，
编号NO160041999声明作废。
▲沈凤海遗失中南西海岸B10-
1301房金额43243元购房收据，
编号NO130116247声明作废。
▲王一帆遗失中南西海岸B17-
102号购房收款收据一张，证号:
NO16 金额：348540 元，声明作
废。
▲海南金茂源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246001190619，发
票号码：00115617；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侯吉便利店 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0108600271312特此声明。
▲熊照阳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编号：琼246121405050，遗失
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 ，编号：
琼246121405050，特此声明。
▲ 吴钟日不慎遗失海口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出具出入海口市第二行政
办公区的出入证（饭卡），特此声明。
▲ 海南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兼
钢瓶)检测站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滨支行开户许
可 证 ，基 本 存 款 帐 号:
2201020209022102577，核准号:
J6410002091101，特此声明。

威胁阿富汗七成国土
英国广播公司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阿富汗安全局势日益恶

化，塔利班已威胁到70%的国土。令人颇觉蹊跷的是，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联军本周发布的数据只有44%，而联军方面尚未
回应有关质疑。

英国广播公司2017年8月23日
至11月21日在阿富汗做这项调查，
访谈对象超过 1200 人，调查结果
2018年1月30日公布。结果显示，阿
富汗4%的地盘处于塔利班完全控制
之下，66%的地盘属于塔利班非常活
跃区域，两者合计为70%。

从人口看，阿富汗大约1500万人

生活在塔利班完全控制或非常活跃的
区域，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塔利班以往盘踞在阿富汗南部地
区，近年来明显向东部、西部和北部扩
张势力范围。美军从2014年开始撤
离阿富汗，给塔利班武装和“伊斯兰
国”等极端组织以可乘之机，阿富汗政
府控制地盘缩小。

北约联军本周发布的一份调查
称，截至2017年10月，阿富汗44%的
地盘处于塔利班完全控制之下或属于
塔利班活跃地区。

尽管北约与英国广播公司的调查
方法存在差异，例如前者把阿富汗划分
为407个区域、后者划分为399个区
域，但是两项结果差异较大，引发质疑。

阿富汗政府控制地盘缩小

另外，英国广播公司调查显示，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活跃程度也明
显上升。在调查涉及的399个区域
中，“伊斯兰国”活跃在30个区域，但
并未完全控制任何一个区域。

今年1月下旬，阿富汗首都喀布
尔发生两起严重袭击，均为塔利班所
为。喀布尔洲际酒店1月20日遇袭，
包括14名外国人在内的至少22人死

亡。喀布尔市中心1月27日遭遇一
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至少95人死
亡、163人受伤。

一些分析师说，塔利班近来连续
在喀布尔发动攻击，意在制造紧张气
氛，报复美国对阿富汗政策以及该组
织在地面战场所受损失。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017
年 8月针对阿富汗发布“新战略”，

声明美国不会从阿富汗撤军，会增
兵；不再寻求国家重建，会加大打击
恐怖分子力度。在新战略框架内，
美国将向阿富汗增派军事顾问和支
援人员。

针对美方这些动向，一些分析师
判断，军事手段无助于实现和平，反而
会间接助长极端组织的敌对情绪和报
复行为。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伊斯兰国”活跃在30个区域 2月1日，缅甸警察在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位于
仰光的住所入口处警戒。

缅甸国务资政府部发言人吴佐泰1日告诉新
华社记者，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向国务资政昂山素
季位于仰光的住所投掷了一枚汽油弹，所幸未造
成人员伤亡。

事发时，昂山素季在首都内比都。
当地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肇事者为男性，约

40岁左右，体型较胖。警方已呼吁民众配合抓捕
这名肇事者。 新华社/美联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住所遭汽油弹袭击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2月1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消防员在火
灾现场工作。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一座公益性老年住宅楼1
月31日晚失火，3层建筑物被完全烧毁，11名入
住老人葬身火海。

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起火的是一所名
为“社交之家”的公益性老年住宅，火灾发生前居
住着16名接受救助的贫困老人。

新华社/美联

日本一老年公益住宅失火
11人丧生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发布国防发展
战略，打算十年内合计投入相当于上
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实现跻身“世界
十大军售国”行列目标。一些政府高
官强调，扩大军售主要瞄准西方盟友
市场，而如此大规模投入增强国防实
力，不是为了应对外国“威胁”，而是意
在“创造就业岗位”。

“十年跻身前十”

根据这项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将设
立一个38亿澳元（约合194.6亿元人民
币）的发展基金，向难以拿到银行贷款
的国防工业出口商提供贷款；在联邦政
府设立国防出口办事部门；扩充澳大利
亚派驻各国大使馆武官的职责范畴。

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在悉尼

告诉媒体记者，今后十年将有2000亿
澳元（约合10241亿元人民币）财政
预算投入国防能力建设，为澳大利亚
和平时期最大规模。

按照他的设想，如此大规模投入
应该能使澳大利亚在军工产品出口国
行列中“更上几层楼”，目前排名第20
位，“目标是进入前十”。

美国是全球最大军工产品出口
国，占全球军售总量大约三分之一强，
俄罗斯、法国和德国位列其后。澳大
利亚每年对外军售额15亿美元至25
亿美元，包括电子产品、监控系统和军
用软件，仅占全球军售总额0.5%左右。

澳大利亚近期最引以为傲的军工
出口产品之一是法国军工企业泰雷兹
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生产的霍凯轻型
战车，生产线设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本迪戈市，迄今为止出口日本和荷兰。
根据《澳大利亚国防杂志》2016

年底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最大40家
军工企业这一年总收入为103.84亿
澳元（531.7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
增长11%，是该杂志创刊21年来所公
布同一数据的最高纪录。

瞄准“盟友”市场

澳国防工业部长克里斯托弗·派
恩说，军售主攻目标包括美国、英国、
加拿大和新西兰。这4个国家连同澳
大利亚，是获称“五只眼”的国际情报
联盟成员。另外，澳希望同时开发欧
洲盟友、日本、韩国、中东地区等市场。

据美联社报道，新投入的国防预
算将大部分用于在澳生产潜水艇、护

卫舰等项目。
澳大利亚与法国2016年签订军

购协议，投入560亿澳元（2867亿元
人民币）建造12艘世界最大型柴电
混合动力潜水艇。承建方是法国海
军造船局集团，定于2022年在澳城
市阿德莱德开始建造第一艘潜水艇。

特恩布尔政府手里另一项“大单”是
总预算350亿澳元（1792亿元人民币）、
计划2020年开工的9艘海军护卫舰建
造项目，中标企业预计不久将予公布。

并非应对“威胁”

特恩布尔说，这一大手笔的国防
发展战略主要目的是为本国创造高技
术含量的就业岗位，并非应对任何“国
家（安全）威胁”。

澳政府高官和媒体近来不断发表
无端指责中国“渗透”“干涉”澳政治进
程的言论。国防方面这番动作，难免
让外媒联想到其渲染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渗透论”。
不过，特恩布尔29日说：“除了朝

鲜，这个地区没有国家对澳大利亚显
现敌对意图，我们没有发现本地区的
邻居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尽管如
此，每个国家总是应该未雨绸缪，增强
自卫能力，不光考虑今时当下需要，还
要着眼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

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尼克·麦金
对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这一雄心
勃勃的国防战略嗤之以鼻，称其“令人
厌恶”。“他们希望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暴
力输出大国、死亡输出大国和人类苦难
输出大国。”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澳大利亚欲跻身

阿富汗警察在首都喀布尔一处执勤。 新华社/路透

十大军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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