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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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金碧华遗失在苏宁易购购买奥
马冰箱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146001511301，发 票 号 码:
00757828， 销 售 D 单 号:
D00151050，发票金额:1999 元，
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盛景贸易商行遗失普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号 为 ：
09263875，声明作废。
▲儋州海汽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琼
F05598车辆道路运输证正副本各
一本，证件号为 460400060696
号，声明作废。

资产转让公告
海口市国贸大道海涯国际大厦第

三层房产现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

整体对外转让，挂牌价2740.36万

元，详情请查看北京产权交易所

（ http://www.cbex.com.cn/）。

欢迎有意竞买者联系。联系人：

周茜茜/联系电话：13811906208

谢女士/联系电话：18976201066

减资公告
海南丫丫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拟向海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减资，由原来的叁亿圆整

减到现在的壹佰万圆整，特此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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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坟墓迁移的公告
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我司将对屯
昌县枫木镇加总村南侧的坟墓进
行迁移，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屯昌县枫木镇224
国道111公里路段北侧、加总村南
侧约200亩的范围内，具体以实地
勘测定界为准。二、迁移时间:自
本公告之日起15天内，请有关坟
墓的户主致电我司办理坟墓迁移
补偿手续并自行完成迁移，逾期将
视为无主坟墓处理。三、补偿标
准:参照屯昌县政府坟墓迁移标准
执行。联系人:温先生 联系电
话: 13315728669

海南宇丰农林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柴小乐不慎遗失海南省东方市
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房
款收据1张，收据编号0002037，
金额：10000 元整，付款人是刘
哲。房号：碧海云天小区 E5 栋
1209房，现声明遗失。
▲海南九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RC-
MKK77及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海南得利置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7203102，声明作废。
▲海南省港务公安局不慎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450402，声明作废。
▲周俊宏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52242219990625351X，特 此 声
明。

锦绣绿桑牌桑蚕丝被现场制作
纯手工,货真、质优、价廉，批发、零
售都可。地址：日月广场
酷铺超市进出口处；13518846136

海口纯写字楼低价出租
国贸中心，落地窗，29 层，面积
305m2房东电话：1890587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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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19-001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1月23日下
午15：00公开拍卖儋州市公务处
置车辆1辆车牌号为琼F26375；
展示时间：1月14日至22日；报名
时间：1月22日下午17时止（以保
证金到账为准）；报名及拍卖地点：
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咨
询电话: 23881390。

注销公告
三亚鹏富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200082543489T）拟
向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白沙新绿林业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债权转让通知
黄云英、刘从枥、周钻彪、周春宏：

本人将海南盛融投资有限公司欠

本人5350万元的债权及其相关权

利转让给海南博闻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请你们向海南博闻文化投资

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

聂兴2019年1月13日

广告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迁坟通告

海口市省中医院拟址界线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142046.667平方米（约
合213.07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村民小组有本利村、电白
一、电白南、上本岛、用献村、柏道锋。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
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
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
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袁女士:18876876660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1月14日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迁坟通告

海口市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 65640 平方米（约合 98.46
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村民小组有儒房一、二、三、四经济社、
儒新经济社、外田经济社、外宅经济社、溪宜上经济社、溪宜下
经济社、渡头村。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
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
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朱女士:13876311752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1月14日

关于引进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海
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区中心
幼儿园项目主体结构检测、建筑节能检

测、室内空气检测单位的公告
该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与海府一横路交汇处，

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一家主体结构检测、建筑节能检测、室内

空气检测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

价函的形式（内附检测方案、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报价函等）

报至我司工程部。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

联系人：乔工；电话：18907667097。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2-2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解决绿地占用土地补偿问题，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委拟按

控规调整简易程序对金牛岭片区B-2-25地块规划指标进行修改。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
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9年1月14日至2月1日）。2、公示地
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haikou.gov.cn）。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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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
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3，联系人：谢玉科。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1月14日

FBI“通俄”调查报道搅动华盛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2日援引《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批评美国联

邦调查局（FBI）针对他“毫无理由”地发起调查。
那篇报道说，联邦调查局2017年调查特朗普是否“为俄罗斯工作”，继

而“损害美国利益”。
一些资深民主党籍国会议员12日回应，看过报道，将继续推动“通俄”

调查。

《纽约时报》11日以多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执法人员为消息源报
道，特朗普2017年5月解除联邦
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
联邦调查局数天后针对特朗普启
动反间谍调查和刑事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特朗普是否对

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否为
俄方工作或是否无意中受到俄方
影响、“开除”科米是否妨碍司法
公正。

报道说，联邦调查局所做调
查稍后与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伯
特·米勒主持的“通俄”调查合二

为一，不清楚前者后来是否仍然
继续单独调查特朗普。

米勒团队2017年5月以来调
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2016年
总统竞选期间是否与俄罗斯方面

“串通”，没有将调查矛头直接指
向特朗普。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连发多条推文，回应说刚从这
篇报道中得知他曾经受到联邦调
查局调查，指认调查“毫无理由且
没有证据”，讽刺科米“是小人”。

特朗普的律师、纽约前市长
鲁道夫·朱利安尼告诉《纽约时

报》记者，他对调查一无所知。朱
利安尼同时强调，距离联邦调查
局发起调查已经一年半，特朗普
方面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对方显
然“什么也没发现”。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提到，
联邦调查局没有发布任何证据，

显示特朗普曾经秘密接触俄方官
员或接受俄方指令。

白宫认定这篇报道“荒谬”；国
务卿迈克·蓬佩奥没有直接回应报
道，只是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记者，所谓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安
全构成威胁的想法“可笑”。

这篇报道为民主党人提供了
“弹药”。

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杰罗尔德·纳德勒
说，这一委员会今后数周内将采
取措施，以便“更好地了解总统的
举动和联邦调查局对总统举动的
回应”。

纳德勒在一份声明中说，
联邦调查局的严肃性和专业

性毋庸置疑，将寻求保护那些
“职业调查人员”，免遭特朗普
“攻击”。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
主党人亚当·希夫说他不能回应
报道细节，强调这一委员会将继
续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的

“联系”。
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

尔·科亨定于2月7日在众议院作

证，陈述他所知关联特朗普的“内
幕”。在一些媒体看来，这场公开
听证会意味着众议院民主党人将
调查特朗普以及这名共和党籍总
统个人商业利益与俄罗斯方面的
关联。

俄方向来否认干预美国选
举，认定美方指控毫无根据，是为
发起对俄制裁找借口。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
克·舒默13日说，他将“很快”在参
议院发起表决，以反对美国政府有
意解除对3家俄罗斯企业的制裁。

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方面
“错误地推动”解除制裁，财政部的提
议“有缺陷”，参议院必须加以阻止，
以继续保持对这些企业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去年12月19日告
知国会，有意在30天内解除对俄罗
斯铝业联合公司、En+集团和欧洲
西伯利亚能源公司的制裁，因为这
些企业同意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削
弱俄罗斯商业大亨奥列格·杰里帕
斯卡对企业的控制。

杰里帕斯卡与克里姆林宫关系
密切，与已经认罪的特朗普前竞选

经理保罗·马纳福特有来往。美国
财政部去年4月制裁杰里帕斯卡和
上述3家俄企，以回应俄罗斯在世
界范围内的“恶意行为”。

舒默说，鉴于杰里帕斯卡可能
与马纳福特有牵连、司法部特别检
察官罗伯特·米勒主持的“通俄”调
查没有结束，美方“更应该继续施加
制裁”。

按照舒默的说法，他将寻求参
议院表决一份反对政府解除制裁的
法案。

多家媒体报道，这份法案必须
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同时获得通过才
有法律效力；只是，共和党人控制的
参议院恐怕不会让法案“过关”。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反对解除对俄企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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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加强警戒防骚乱
法国政府12日在全国范围部署8万名安全部队人员，以应对巴黎等城市可能出现的示威。政府高级官员承诺严防暴力事件。

去年11月以来，法国巴黎等城
市的民众每周六走上街头，抗议政府
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和生活成
本增加。随着一些极左、极右阵营和
暴力团伙成员加入，示威频繁升级为
骚乱，商店和银行遭打砸抢、纵火等
现象增多。

巴黎警察局局长米歇尔·德尔皮
埃什11日说，次日巴黎示威人数可
能会超过一周前的3500人，暴力袭

击风险继续上升；巴黎市政府部署大
约5000名警察和多辆装甲车。

法国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
塔内1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誓言严打
暴力活动，“发起示威的那些人知道会
发生暴力事件，因此负有部分责任”。

据巴黎商会估算，去年11月以
来，巴黎市将近500户商家遭破坏。
不少商户12日会歇业、封住门窗，以
防遭到打砸抢。

法国中部城市布尔日市长帕斯
卡尔·勃朗告诉法新社记者，布尔日
市民担忧可能发生的示威，一些银行
和商户提前封住门窗。布尔日市政
府宣布禁止在市中心老城区集会，关
闭公共建筑和公园。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上周
说，政府将建立一份特别档案，用于
识别暴力分子，禁止这些人参加游行
和集会。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11
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7%的
调查对象对法国政客缺乏信任、反感
和厌倦。

法国政府去年调高燃油税，理
由是减少碳排放，但因导致物价上
涨而招致民众不满。一些反对者
要求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辞
职。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示威者要
求对法国经济和政治做“更深层次

的改变”。
马克龙已经宣布一系列举措，

包括为低收入者提高工资、减轻征
税，以期挽回支持率。

他上周宣布，从本月15日开始、
为期三个月内，在全国各地市政厅和
网络上征集民众意见，主要涉及税务、
绿色能源、制度改革和公民身份四个
方面。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以色列总理证实

以军轰炸大马士革国际机场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13日电（记者陈文

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3日说，以空军在从
11日晚开始的36小时内轰炸了位于叙利亚大马
士革国际机场的伊朗武器仓库。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例行会议上说，
最近的一系列轰炸行动证明，以色列在打击伊朗在
叙利亚的势力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在阻止伊朗在叙
利亚扩大军事势力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以国防军已针对伊朗和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数百次
轰炸。

以色列长期指认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
强调不能容忍伊朗把叙利亚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
沿阵地。内塔尼亚胡要求伊朗军队必须从叙利亚
全境撤出。叙利亚方面则表示，伊朗在叙利亚的
存在是叙利亚政府要求的，在叙利亚只有向叙军
队提供帮助的伊朗军事顾问。

美国波兰主办中东会议
伊朗提出批评

美国政府11日宣布，美国将与波兰共同举办
一场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着重讨论伊朗问题。伊
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当天对此提
出批评。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这场部长级会议定
于2月13日至14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议题包
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导弹发展和核扩散、海洋
贸易和安全以及代理人集团对地区的威胁等。

正在中东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1日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届时将有来自亚洲、非洲、
欧洲等地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出席会议。

波兰外交部长雅采克·查普托维奇在一份声
明中说，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被邀请出席会议，
包括欧盟全部成员国。

美国政府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全面
恢复对伊制裁。欧盟试图挽救这一多边协议，竭
力避免对伊朗施加制裁。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11日晚些时候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发文，批评美方牵头的这场会议。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采购的首批
美制F-35战机3月到货

韩国多名消息人士13日披露，韩国军方采购
的首批F-35型隐形战机定于3月到货。

韩国军方采购40架F-35A型战机。上述消
息人士告诉韩联社记者，首批两架F-35战机定于3
月下旬运抵首尔，可能4月或5月部署到部队。

这些消息人士说，美方今年还将交付另外10
架战机，2021年前交付其余战机。

韩联社报道，除已经订购的40架，韩方可能
增购20架，以满足空军需求。

F-35搭载先进武器系统，具备隐形和超音
速巡航能力，是世界最先进战机之一，分为F-
35A、F-35B和F-35C三种型号，分别为常规起
降型、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型和航母起降型。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严阵以待 多项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