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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广告

王清光向我局申请办理土地证丢失补办业务。经查，该宗地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秀村民委员会博昌村，土地证号：海口
市集用（2012）第00850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面积158.29平方米，
使用权人为王文全，该证已于2019年4月30日在海南日报B07版
登报遗失，声明作废。现通告注销，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秀英分局提
出书面证据材料，逾期视该权益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办理，
特此通告。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张先生电话：68923086；联系
地址：海口市丘海大道25号国土秀英分局）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王文全名下2012008501号集体
土地使用证和补发该土地权益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2019〕1792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4日

关于限期处理涉及丰树项目青苗及地上附作物的函
海金管函〔2019〕149号

敖瑛:
经查，你在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16平方公里规划

范围内租赁了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210亩土地，其中涉及丰树
项目用地29.262亩。经进一步核实，你所租赁的210亩土地手
续不合法。你在该土地上种植青苗，并建设违法建筑，属非法
行为。现要求你在收到此函件后，7个工作日内(2019年5月28
日前)，自行搬迁涉及丰树项目用地的青苗及地上附作物。如限
期未处理，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特此函达。

联系人:王议 电话:18689932655
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

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
2019年5月17日

供 求

▲海口美兰鸿永泰装饰材料商行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108MA5RXDT947，
声明作废。
▲庄惠阳不慎遗失导游证，导游证
号：UKK7331W，特此声明。
▲李立俊遗失座落于长流镇博新
村民委员会丁苑村民小组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63981号,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三亚华利清污有限公司八所分公司

公告
尊敬的各船舶单位：
我司自2019年5月9日接到海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的责令退款
通知书后，给予高度重视，立即成
立退款小组积极联系各船舶单位
进行退款，但仍有部分船船单位因
各种原因联系不上，望看到本公告
的船舶单位主动联系我司进行退
款，截止至2019年5月24日未联
系退款的船舶单位，视同放弃退
款，我公司依法将未退还款项上缴
国库。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0898-25521168、13687586225
三亚华利清污有限公司八所分公
司 2019年5月10日

▲文昌文城寻花吻茶奶茶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1600917, 声 明 作
废。
▲山西运城路桥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L6410000404101,现声明作废。
▲陈洨洨遗失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本专科就业报到证，报到证编号：
201713892202561，特此声明。
▲澄迈鑫缘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澄迈老城开发区支行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4420701，机构信用
代 码 证 ， 编 号 ：
1046902302442070D，声明作废。
▲儋州人境文化旅游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儋州东风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一 张 ，核 准 号 ：
J6410033485601，声明作废。
▲王英太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27197701272015，流 水 号:
4600042094，声明作废
▲儋州市雅星镇富克卫生院工会

委员会不慎遗失儋州市农村信用

社合作联社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8865401，特此声明。
▲海南省福道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100395606401L, 声 明
作废。

单位更名公告
经批准,海南省粮食局更名为海南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海南省粮
食局的债权债务由海南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承担。
特此公告。

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19年5月15日

通知
李秀波，（身份证 232324197711
150923）你租赁刚艺佳家具广场
二楼B11-14/B17-20商铺，2019
年2月14日起未缴纳租金和物业
管理费，及拖欠我司代付进场装修
费，并从2019年 3月后一直没有
开店经营，对商场造成极大的影
响，我司工作人员多次与你联系无
果，经公司讨论决定与你从2019
年5月21日起解除商铺租赁合同，
现限你在十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否则，公司将你现存在商场
内的货物视为无人认领货物，从商
场内清理，所造成的任何损失和后
果由你单方负责。特此通知!

海南刚艺佳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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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滨海养老项目寻资金
电话：陈先生18589649278

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送达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被征收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海南中兴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已向我部提供了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分户评估报告。由于
部分未能联系到被征收房屋的相关权利人无法送达，现将以下
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
日内，相关被征收人请到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指挥部领取房屋分户评估报告。逾期未领取的，即视为送达。

被征收人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被征收房屋
分户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
请复核评估。对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
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3日内向评估专家委员会申

请鉴定。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环湖路道客二里红城湖拆迁指挥部
联系电话：13208928980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5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现场征收编号
D15-B-601
D16-A-106
D15-B-503A
D16-A-305
D16-A-310
D16-A-316

被征收人
王定胜
李钰
李丽霞
禹虹
李道志
陈琼芳

房屋地址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被征收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由于征收范围内部分房屋的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
的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部分被征收房
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经房屋征收部门报请，我府已作出补偿决
定，并已在房屋征收范围内进行了公告。因部分被征收人无法
联系进行送达，现将以下征收补偿决定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相关被征收人请到红城湖片区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领取《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征收补
偿决定》。逾期未领取的，即视为送达。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在征收补偿决定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海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0日内向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环湖路道客二里红城湖拆迁指挥部
联系电话：13208928980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
2019年5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现场征收编号
D15-B-303
D16-A101铺面
D16-A-103
D16-A-319
D38-2C
D39
D16-A-103

被征收人
乔振有
曾德强
李凤兰
肖恩为、戴娟娟
贾兰明
沈林桃、颜虹
林洪、吉俐颖

房屋地址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道客村三里99号
道客村三里103号
道客村5里56-3号迎宾花园

本报三亚5月18日电（记者黄媛艳
梁振君 易宗平）“此次签约标志着中国
五矿与海南的合作进入一个新高度。”5
月18日，谈及与三亚签约发展总部经
济、高新技术产业等合作，并联手力拓集
团共同在鹿城设立五矿力拓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落地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以来首家双500强合资企业，中国五矿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冶集团副总裁曲
阳感叹道。

作为海南的老朋友，中国五矿在建
省之初即进入海南，参与了一大批重点
项目的投资建设。如今的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是由原中国五矿和中冶集团两

个世界500强企业战略重组而成，是中
国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属矿产企
业集团，也是全球最大最强的冶金建设
运营服务商。中国五矿在和中冶集团成
功实现战略重组后，打通了矿山的获取、
勘查、设计、开采、冶炼、物流、贸易的全产
业链，拥有金融全牌照和强大的投融资能
力。在基本建设领域，中国五矿在房屋建
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业绩
优势明显，特别是在地下管廊、美丽乡
村、智慧城市、康养产业、土地修复、环境
治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海南拥有
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人文风情、扎实
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产业政策，坚持大

定位、大视野、大格局、大基础、大产业要
求，立足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我
们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合作领域，
助力海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曲阳
说。

此次签约合作，五矿集团将在三亚
设立区域总部，在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
区建设五矿大厦，参与崖州湾科技城综
合开发建设，深耕三亚文旅、康养、金融、
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并与力
拓集团两大世界500强企业强强联手，
共同在三亚设立五矿力拓勘探有限责任
公司。

“此次与三亚合作是中国五矿自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崖州湾
深海科技城是全球为数不多的重要深远
海产业发展平台，此次合资企业落户有
助于更好地开发利用深海矿产资源。”曲
阳透露，目前中国五矿已设立美丽乡村、
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康养产业等领域的
研究院，而这些也是鹿城重要的产业方
向，双方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拥有互惠
共赢的良好基础。

曲阳表示，中国五矿将秉承“珍惜有
限，创造无限”的发展理念，积极践行“一
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的企业精
神，与琼岛携手发展，共同建设美好海
南、美丽三亚。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冶集团副总裁曲阳：

“中国五矿与海南的合作进入新高度”

本报老城5月18日电（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李婷）在省委统战部、省台办以及澄
迈县委、县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5月18
日，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海南饮料项目投
产仪式在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举行。该
生产线主要面向海南岛内市场生产饮用
水、碳酸饮品、果汁饮料以及茶饮料等。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台资
企业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海南顶
津食品有限公司投资8400万美元，在澄
迈老城经济开发区正式建厂，占地165
亩，设有2个生产车间。当前，该厂已正

式投产5条生产线，日均产量达19万箱，
为海南近300名工人提供就业岗位。

“公司2007年开始进入海南市场，
在定安建有工厂。不管是老厂还是新
厂，大到选址建厂或投产，小到水电气等
问题，公司都得到了省台办以及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服务。”康师傅控股
有限公司华南区董事周旭说，海南的极
简审批和现场办工等服务使他们感受到
了海南政府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务实的工
作作风，也让他们对参与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充满

信心，他们表示将用更好的产品满足海
南人民需求。

“去年4月13日以来，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惠台
30条措施的发布，吸引更多台湾同胞来
海南投资考察，台胞投资海南的新一轮
热潮正在兴起。”省台办主要负责人介
绍，今年3月以来，康师傅海南饮料生产
项目是继台企颖奕国际细胞医疗中心在
海南兴建后的又一重点台资项目，“接下
来，我省还将有一批重点台资企业相继
落地并建成投产，助力深化琼台合作，我

们也将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为台胞提
供良好的就业创业服务，让他们在海南
投资安心、生产放心、发展有信心。”

据了解，当前，医疗健康、现代农业、
互联网科技、文创产业成台商投资海南
的重点领域，越来越多台湾专业技术人
员在我省企事业单位工作。经了解，全
省共有1800多家台资企业，其中澄迈有
51家，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
海南大学已引进5位台湾籍学术带头
人，目前在海航工作的台湾籍空乘人员
达130名。

台企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在澄迈投资生产饮品
面向海南市场生产饮用水、碳酸饮品和茶饮料等

本报海口5月 18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张卫洲）5月18日上午，省金
林集团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
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的统一部署，
在海口金林甲子通用机场举行了通航企
业驻场协议签约仪式，23架通用飞机将
正式入驻该机场。

当天，省金林集团旗下海南瀚翔航
空体育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与睿弛通用航
空（海南）有限公司在金林海口甲子通用

机场签署23架飞机驻场合作协议。据
悉，这是双方合作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探索推动我省低空空域精细化
管理、发展空中旅游的具体行动，也是全
面参与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具
体举措。

据悉，省金林集团是省国资委旗下的
国有企业，其投资建设的金林海口甲子通
用机场是省内首个公共型A3类通用机
场。睿弛通航是一家海南本土通航公司，
拥有专业的飞行运行及机务保障团队。

省金林集团23架通用飞机签约驻场

5 月 18 日 上
午，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项目（第
四批）集中开工和
签约三亚主会场活
动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袁永东 摄

本报海口5月 18日讯（记者计思
佳）5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在
海口举行。当天，海南成美国际医院项
目开工。据悉，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
今年计划投资3.1亿元。

据了解，海南成美国际医院暨海
南省肿瘤医院二期，在原海南省肿瘤
医院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整合国际医
疗资源。

该项目位于海口秀英区长滨西路四
街6号，总建筑面积88710m2，包括住院
楼、医技楼、住院楼连廊、配套基础设施

等主要建设内容。截至目前，已完成前
期设计规划和报建工作，进入施工阶段，
预计在2021年5月项目完工。

“成美慈善基金会、海南省肿瘤防
治中心以肿瘤防治作为工作重点，目
标是将海南省肿瘤治愈率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项目负责人、成美医疗集团董
事长林士泉介绍，海南成美国际医院暨
海南省肿瘤医院二期项目是在肿瘤专
科的基础上，完善肿瘤专科治疗所需要
配套的心脑血管、代谢类等疾病的服
务，以进一步完善医疗体系，提升服务
质量。

海南成美国际医院项目预计2021年完工

本报海口5月 18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岳海关）5月18日上午，海口
市政府与凯撒世嘉旅游文化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凯撒世嘉旅游文化发展集团将在海口设
立总部，在文创艺术品、旅游产品开发及
推广、旅游跨境贸易与金融服务、旅游产
业投资等方面展开合作，为我省旅游产
业发展贡献力量。

凯撒集团运营管理的主板上市公司

凯撒旅游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旅游服务商。
凯撒世嘉旅游文化发展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根据此次战略合作，凯撒集团
将围绕海口旅游发展的战略发展蓝图，
依托其全球化优势资源，为海口量身定
制，提供涵盖旅游、文化、体育、金融等领
域的全链条方案，从总部经济、入境入岛
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境内外推广等维
度，助力海口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
升级。

凯撒世嘉旅文集团将在海口设立总部

本报海口5月 18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岳海关）5月18日上午，欧绿
保集团与海南神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签署投资协议。

据介绍，欧绿保集团是全球十大资
源再生及环境服务企业，开创了德国最
早的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处理的“柏
林模式”。

根据欧绿保集团与海南神州新能源
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双方接下来将对
神州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工厂进行提标
改建，以全面提升处理厂的技术水平和

运营能力，包括厂容厂貌提升工程，提
升安全和环保标准相关的工程等；对海
口市餐厨废弃物处理厂二期进行扩容，
拟扩建规模200吨/天，做到海口市餐
厨废弃物全覆盖，实现全部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筹备建设海口湿垃圾
（厨余垃圾）处理项目，一期拟建项目规
模500吨/天；对海口市政粪渣处理设施
进行扩建，实现处理规模500吨/天，弥
补粪渣处理缺口，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
元，预计在2020年逐项完工，2021年底
全部完工。

欧绿保集团与海南神州新能源公司达成合作

扩投资
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