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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农场龙楼队，生产队北面的山坡
上约600多亩森林被砍伐并进行采石作业，现在仍在
开采。举报人认为破坏大山的生态环境，开采的扬
尘严重，龙楼队附近2、3公里的道路破坏，路边扬尘
严重。

1、文昌市宝陵河存在污染情况：主要污染集中在龙楼
镇彩红北路桥下至月亮湾入海口，怀疑在龙楼镇彩红
北路上游也有污染情况；污染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河水
呈黑色，散发臭味，经常看到死鱼。2、文昌市清澜开发
区高隆湾存在一条人工河流，位于高隆湾沙滩下，人工
河最后汇流入大海。政府称该人工河用于收集雨水，
但在非雨季也有水流过，呈黑色，散发臭味，怀疑有污
水串流至人工河。2017年曾向环保督察反映，当时
这条河流未被封闭起来，反映后被封闭起来，入海口
位置也做了调整，但污染情况依旧存在。

万宁三更罗镇香根作业区32队和石盘村委会三界头
村，万泉河上游分支，有团伙夜间10点后私自开采河
砂，噪音扰民。

东方市四更镇旦场村西边昌化江入海口处，从3月中
旬开始有私人老板打着海钢集团的名义无证采砂，
共有八艘采砂船，大概日采砂量16万吨，自督察组入
驻后停止采砂作业，举报人认为采砂给沿海村庄带
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已向东方市相关部门反馈，但
未得到回复。

东方市八所镇鱼鳞洲风景区所有沙滩都遭到破坏，
从2018年8月开始疑似由洋铭国际开发商在海岸线
上违规搭建房屋，用于出租，无任何手续。

老城迎宾半岛永庆寺南侧内海，鲁能永庆寺旅游业
有限公司，向海要地，围海造地且用建筑垃圾回填，
毁坏红树林，私自开采海砂。已向相关部门反映，未
得到有效的解决。

1.澄迈县金江镇茂坡村委会下生村原任村长及2个
儿子在村范围内南渡江河段非法采砂，从2014年以
来已破坏河沙300多亩。河岸现场与邻村河沙存在
特别明显差异。已向澄迈县政府部门多次投诉，政
府部门曾进行过打击，也曾扣留过采砂车辆，但是采
砂并没有因为打击而停止，有时候向相关部门投诉
违规采砂情况，政府部门又说证据不足。2.2016年
左右，原任村长勾结其他村村民砍伐防8-10亩防洪
林，进行非法采砂。海南特区报和南国都市报都进
行过报道。3.要求个人信息保密，担心相关人员人身
安全。

临高县波莲镇和棉村委会和勋村金隆砖厂，生产实
心粘土红砖，违法挖土造成山岭植被破坏和水土流
失，留下的土坑有安全隐患。除了这家砖厂还有其
他几家砖厂违法生产红砖，其中有4家砖厂尚未办理
环评等相关手续，属于非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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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该采石场的审批手续合法有效，日常巡查未发现越界开采。存在以下问题：1、采石场违规占用
林地面积约76.05亩,其中因堆放复垦土方，违法占用“多规合一”Ⅱ级保护林地（均为国家级Ⅱ级保护公
益林）面积10.05亩，施工便道、场地等占用“多规合一”Ⅳ级保护林地（宜林地）面积66亩，为“多规合一”
规划调整后新调入规划林地。2、加工区物料堆场未苫盖，装卸物料时未采取湿法作业，抑制扬尘的方法
效果不明显，存在一定的扬尘问题。3、采石场外运输乡村道路存在损坏及浮尘较多导致车辆通行时扬
尘问题。

1.2019年7月18日中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郑有雷召开工作部署会，针对信访件中宝陵河污染问题
进行研究和做出工作部署，要求必须全面落实河长制各项制度和责任。2019年7月18日下午，根据郑
有雷常务副市长工作部署，龙楼镇党委书记张光润带队镇河长办人员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人员
前往宝陵河彩虹北桥路桥、港内桥处进行现场核查。2.2019年7月18日至7月21日，市住建局、水务
局、环保局、综合执法局、文城镇等部门联合对清澜开发区高隆湾南二环雨水排放口出水情况进行了现
场检查

7月18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件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该案件核实工作进行专门的部署，
决定由王立副市长带队，组织市水务局、市综合执法局、三更罗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及业务骨干组成
联合调查小组于18日晚上连夜赶赴实地进行突击检查。7月19日凌晨1时许，在三更罗镇香根作业区32
队河段发现一处非法采砂点，现场捣毁非法采砂机器一台。随后，调查组立即掉头前往石盘村委会三界头
村，在行驶途中于三更罗镇加润村乡道，发现一辆装载河砂车辆（拖拉机：琼01F0883），调查组立即将该车
辆查扣，并抓获一名装载河砂嫌疑人，经对该嫌疑人进行突击查问，其交待该车上所装载的河砂在石盘村委
会三界头村河段非法开采，调查组立即前往该点进行检查，未发现有非法采砂人员及采砂设备。
为核实案件具体情况，7月19日上午，市水务局会同市综合执法局、三更罗镇政府组成调查组再次赶赴
现场进行核实，在三更罗镇香根作业区32队非法采砂点岸边发现有因非法采砂造成的坑洼点，并在附
近路上发现停放一辆转载采砂设备的拖拉机（拖拉机：琼0130279），调查组立即进行查扣并移交三更罗
镇派出所依法查处。随后，调查组继续前往石盘村委会三界头村非法采砂点核查，发现河道中央有非法
采砂设备一台，调查组立即进行捣毁。
综上所述，三更罗镇香根作业区32队和石盘村委会三界头村两个河段存在夜间非法开采河砂的行为，
因此，交办的案件基本属实。

一、在接到举报件后，市水务局高度重视，市水务局局长王斌委派水务局副局长郑献华带领水保股负责
人钟智强于2019年7月18日下午，与市公安局、市自规局、市电视台记者、四更镇政府等相关人员到举
报问题的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经现场核查，举报的昌化江入海口处为昌化江下游河道综合整治工程项
目作业区域。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8〕108号）文件精神，由海钢集团有限公司和省
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海南河道综合整治有限公司负责该区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昌化江入海
口处共有八艘船舶，其中3艘为疏浚作业船，5艘为运输船，全部为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昌化
江下游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的施工船舶。
二、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批复报告和意见进行科学合理施工，不存在越界施工情
况，且施工作业区域均有设置标识和警戒线，在施工区域是禁止渔民或其他船只靠近，确保安全施工。
一经发现有无关船只进入作业区域内，立即向海事、海警、海警等相关部门举报，现场核实未发现私人采
砂船及其他船舶。
三、根据省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8〕108号）的精神，疏浚物的处理由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负责
统一运输、统一堆放、统一销售等，并定期向省政府办公厅、省水务厅以及昌江、东方等相关部门报送工作简报。
四、该项目已完成疏浚方案、水土保持方案、防洪评价报告、通航评估报告、水上水下作业许可证、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报告等手续，且根据相关规定，河道疏浚工程无需办理采砂许可证。

一、经现场核实及查阅相关资料，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专题工作会议纪要》（第181期 2017年9月12
日）和《东方市人民政府专题工作会议纪要》（第218期 2017年10月26日），市政府决定由东方洋铭国际边
贸城有限公司制定鱼鳞洲风景区总体规划设计和景区开发协议，负责鱼鳞洲景区项目开发工作和海岸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该公司《东方市鱼鳞洲风景区景观概念规划》并经原东方市规划委员会批复同意（东规委函
〔2018〕127号），该公司在沙滩上建的5栋木屋均在已批复的规划内容内。2019年2月12日，该公司与市
政府签订《东方市鱼鳞洲风景区建设经营管理协议》，协议规定由该公司自主经营已建成的相关基础设施。
经现场核实，鱼鳞洲海岸沙滩平整，未发现有乱采乱挖、盗采海砂破坏海岸沙滩的情况。
二、投诉问题不属实；投诉搭建的房屋均在已批复的规划内容内，鱼鳞洲风景区沙滩无破坏情况。

（一）经现场核查，永庆公司不存在私自开采海砂、围海造地且用建筑垃圾回填等违法行为，信访件所举
报的情况不属实。该公司针对向海要地、围海造地、用建筑垃圾回填、毁坏红树林、私自开采海砂等投诉
问题进行了书面说明（详见附件4）。
（二）经现场核查，盈滨半岛永庆寺南侧内海填海造地是船艇公司实施的，且在其填海区域内违规放置集
装箱。2015年6月该公司停止了填海造地，直到现在。根据澄迈县林业局《关于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
永庆大道南侧占用林地情况》（详见附件5）和海南新绿神热带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澄迈县老城镇盈
滨半岛永庆大道南侧填埋场占用林地及被毁坏林木现状调查报告》（详见附件6），以及调查人员现场核
实，被举报区域未涉及占用林地，未发现被毁坏林木，也无毁坏红树林行为。

（一）关于下生村原任村长及2个儿子在下生村范围非法采砂，从2014年以来以破坏河砂300亩的问题
李清权在担任下生村民小组组长期间利用职权以每年4000元的租金向时任村委主任李世藩、村民小组
李周光、李清任、李周清承包该村土地开设砂场，土地承包范围：下生存所属的河岸、砂滩，南至下生存造
林带20米起河中间，西至下生村和吉美村的交界点止，东至和塘上村交界点止，面积约为30亩，承包期
限为2004年3月至2014年3月。李清权在未办理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该处采砂。
2011年，下生村部分村民认为李清权采砂超出其承包土地范围，便阻拦其继续开采，村民和李清权的矛
盾由此产生。后来部分村民到李清权经营的饭店打砸毁坏饭店财物，李清权的儿子拿刀砍伤了打砸财
物的村民。法院对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和故意伤害等两起案件作出判决后，村民不服，多次向县各职能部
门、省委巡视组、媒体等举报和投诉，对每次的举报和投诉，各职能部门均给予答复（详见附件1）。案件
判决之后，即2011年，李清权不再开采砂石，同年也辞去村民小组组长职务。
下生村现任村长李周龙、村民李大龙2018年因修建戏台、球场、公庙等设施时在南渡江下生村河段采
砂，部分村民（包括李清权）跟风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采河砂。接到群众举报后，县公安局、县综合执
法局和县水务局等部分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了打击（详见附件2，附件3）。目前李清权原经营砂场位置
已被河流冲刷回填，县政府在南渡江下生村河段部分采砂点进行了生态修复。信访件所举报的非法采
砂面积达300亩的事项无事实依据。（详见附件4）。
（二）2016年左右，原任村长勾结其他村村民砍伐8—10亩防洪林，非法采砂
蒙加云村干部群众认为下生村与吉美村交界处林带的使用权属于蒙加云村所有，2016年部分村民到该
地点采砂，在采砂过程中被下生村村民阻拦。村民采砂问题经《南国都市报》报道后，县政府高度重视，
组织县公安局、原县环保局和县水务局等部门进行调查，并依法取缔了该非法采砂点。
县林业局提供的澄迈县公益林分布图显示，金江镇茂坡村委会下生村南渡江边没有公益林，也没有防洪
林。经核查，2003年，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承包了下生村南渡江边219.83亩土地，用于种植浆纸林，
并于2011年采伐。因金华公司支付下生村村民的租金较低，部分村民阻拦该公司继续造林，所伐树桩
自然萌芽成零星残次林。经查阅2016年林木采伐台账，2016年下生村没办理过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
林木。县林业局也从来没有接收群众举报茂坡村委会下生村乱砍滥伐的案件，县林业局护林员巡山也
没有发现有人滥砍公益林。此外，县公安局组织人员询问茂坡村干部时，村干部也表示茂坡村委会范围
内没有发生过砍伐防洪林非法采砂的情况。信访件所反映的下生村原任村长勾结其他村村民违法砍伐
8—10亩防洪林问题无事实依据（详见附件5）。

2019年7月19日上午8点30分，县工信服务中心、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工
作人员到波莲金隆页岩砖厂进行实地调查并对其他8家页岩砖厂核实。经查，发现金隆页岩砖厂区内
存在两个大坑，其中一个大坑旁边堆放大量粘土，另一个大坑有明显取土痕迹，且该厂没有采矿证。临
高县和舍福源页岩砖厂提供了海南清林禾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儋州市王五镇芳兰村矿区采矿许可证；
临高县福星页岩砖厂、临高县波莲鑫鸿达页岩砖厂、临高县博厚博星页岩砖厂等3家砖厂已于2018年
12月取得由临高县国土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临高县博厚金牌路田善页岩机砖厂于2019年5月份取得
由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其他3家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临高县和舍福元页岩
砖厂尚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项目已停产，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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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采石场违法占用76.05亩林地问题，对占用10.05亩Ⅱ级保护林地行为，市林业局已依法立案查处，
市海棠区农业农村局下达《关于责令停止违法占用林地行为的通知书》，对占用“多规合一”新调入的66亩Ⅳ级规划林地，督促采石场业主尽快复垦复绿。
2、针对加工区物料堆场未苫盖，装卸物料时未采取湿法作业，抑制扬尘的方法效果不明显，存在一定的扬尘违法
行为，市海棠区生态环境局已进行立案查处，下达《关于三亚瑞丰祥实业有限公司责令整改的通知》，现场责令企
业对厂区裸露砂土等物料进行全覆盖，不间断对道路路面进行洒水降尘，运载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时，必须遮盖帆
布，密封严实；责令该采石场所有运输车辆进出场地必须经过洗车池清洗，防止车辆运输时造成扬尘污染。
3、针对采石场外运输乡村道路存在损坏及浮尘较多导致车辆通行时扬尘问题，企业已作出承诺，从2019年7
月20日起修复破损的乡村公路，限期3个月内完成。同时责令企业不间断对路面洒水降尘，做好路面保洁。

1.龙楼镇正全力推进宝陵河龙楼段61个污染源整治工作，其中畜禽养殖1个已整改完成；生活污水2个，
其中宝陵港生活污水排污口已安装生活污水环保处理措施，镇墟生活污水排污口计划于2019年底完成临
时处理措施安装，待镇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可整治到位。水产养殖污染源58个，7月底前完成44家养殖塘剩
余6家的生态沉淀池建立，8月底前完成14家养殖塘剩余15亩的退塘还林还湿。通过污染源的整治，有效
解决宝陵河龙楼段的污染问题。市水务局牵头负责的宝陵河“一河一策”方案已经市级河长审定，已报省
河长办备案。同时，委托海南经典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文昌市宝陵河水质达标治理工程》，该可研方案
已进行评审，现编制单位正按专家意见修编，计划8月中旬完成方案批复。9月底完成施工图设计，10月完
成施工招标工作，11月进场施工，2020年8月完工，2020年底前河流水质稳定达标。2.2019年7月18日至
7月21日期间，南二环雨水排放口水质清澈，无异味，反映不属实。

一是突击检查，严厉打击。 对于香根作业区32队和石盘村委会三界头村两处非法采砂点，由王立副市长
带领、市水务局、市综合执法局、三更罗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于7月19日凌晨和上午突击执法，共取谛两
处非法采砂点，捣毁抽砂机两台，查扣非法装载河砂车辆两辆，抓获嫌疑人两名，市公安局已分别对两名嫌
疑人行政拘留十天并处罚500元罚款，目前，案件正在深挖深查之中。二是举一反三，加大打击力度。由市
水务局、市综合执法局、三更罗镇政府、三更罗派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三更罗镇内河湖流域村委会干部
等人员组成联合执法工作小组，对辖区内所有河湖进行拉网式排查，坚决做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扣车、扣
船、扣人、扣作业机器，依法查扣违法机器，当场扣押违法人员，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打击
非法采砂的行为。三是加强生态修复工作。7月19日上午，三更罗镇组织人员及机械对香根作业区32队
因非法采砂造成的坑洼进行清理平整及填复坑洼，并在两处非法采砂点设立非法采砂警示牌及路障，禁止
非法采砂车辆通行。四是建立长效管控机制。结合“河长制”工作，建立以河长牵头、属地政府管理的机
制，压实辖区内河湖管护员、六大专项网格员责任，实行常态化巡查，特别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敏感河道、水
库进行全天候巡查监管，坚决杜绝移动式、游击式、小规模及蚂蚁搬家式的非法采砂行为，同时，增强群众
环保意识，激发群众参与到打击非法采砂及河湖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发现非法采砂行为立即举报，做到群
防群治，共同协力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

针对问题，我市今后将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加强昌化江流域的河道巡查工作，严厉打击非法
采砂行为。

要求洋铭公司清理堆放在岸滩上的建材管道和清扫岸滩垃圾，做好风景区的管理工作，并督促洋铭公司严
格按照经营协议内容以及规划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一）向船艇管公司下达限期拆除违法（章）建设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对填海区域内的集装箱进行自行拆除
（详见附件8）。
（二）立即清理建筑垃圾和海砂。

（一）县相关职能部门已依法取缔南渡江下江村河段非法采砂点，同时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二）加大对南渡江下江村河段非法采砂行为的打击和监管力度。
（三）聘请第三方对李清权承包土地经营的采砂点、南渡江下生村河段各采砂点进行测量。

（一）2019年7月22日，临高县工信局下发《停产整改通知书》，责令波莲金隆页岩砖厂等8家页岩砖厂于
2019年7月22日起停产整改。要求波莲金隆页岩砖厂对破坏的采土场地及周边生态环境提交修复方案，
临高县工信局将对其生态修复情况进行跟踪督查。
（二）关于临高县和舍福元页岩砖厂尚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问题。临高县生态环境局于2016年对临高县和
舍福元页岩砖厂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行为立案查处，处罚款2万元，责令项目停止生产。
在采取上述处理措施的同时，采取以下整改措施：一是坚决关停违法企业。立即开展全县页岩砖厂生产情
况调查，对没有完善环保、安全、用地、林地等手续的企业进行停产整顿，杜绝企业违法生产。二是实施生
态修复。严厉打击非法取土行为，责令各页岩砖厂对破坏的采土场地及周边环境进行生态修复。三是引
导企业转型升级。引导未取得砖瓦用页岩资源采矿权的企业有序退出，转型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生产新型
墙体。四是推进页岩砖厂环保建设。除确保脱硫除尘塔正常运行，废气达标排放外，还要强化厂区生活污
水、扬尘和废油的环保处理，杜绝生产污染环境，同时做好厂区的绿化。五是加强宣传动员。通过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提高群众环保意识，推广节能环保建筑材料。

责任
人被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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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为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引导
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申报义务，自觉提高纳税遵从度，国家税务
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税务局）决定于2019年8月1日起在全县范围内逐步推广

“无税不申报”办法，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当期无应税收入且未做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免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环境保护
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文化事
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的零申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除
外）。零申报是指收入总额或计税依据为零。小规模单位纳税人包
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暂不适用“无税不申报”办法。

二、对2019年8月1日起所有新登记且未申请票种核定的小
规模单位纳税人，税务机关将纳税期限设定为按次（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除外），2019年8月1日前已登记但未做票种核定的

小规模单位纳税人，对无纳税义务发生的税（费）种可要求税务机
关将纳税期限更改为按“次”（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除外），纳
税期限更改后，可按照无税不申报办法免于办理相关税（费）种的
零申报。

“无税不申报”纳税人在申请票种核定或发生纳税义务应进
行申报时，由大厅受理人员将纳税期限由按次修改为按季或按
月，纳税人应按照修改后的纳税期限进行申报纳税，且不再适用

“无税不申报”办法。
三、税务机关将通过纳税申报数据分析、数据定期比和其他

第三方数据利用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人不报、错报、漏报
税行为。对税收违法行为，将严格按照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税务局）
2019年7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国际
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税务局）关于推行无税不申报办法的公告

一、为什么推行“无税不申报”？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全力支持和为服务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在新的税收征管环境下，创新税收征管模
式，明确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减轻纳税人负担，还责还权于纳税
人而推行“无税不申报”。

二、推行“无税不申报”的范围是哪些纳税人？
登记注册类型为无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三、推行“无税不申报”的时间？
2019年8月1日起，对2019年8月1日后新登记的小规模单位

纳税人推行，对2019年8月1日前已经登记的无票种核定的小规模
单位纳税人从税款所属期2019年10月1日（第四季度）起推行。

四、“无税不申报”具体指什么？
“无税不申报”主要强调纳税人申报税款的自主性，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促进纳税人自主评定、正确履行申报纳税义务。
税(费)种按次申报，是指对所有新登记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将纳税期限设定为按次(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除外)，存量无
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自主选择对无纳税义务发生的税
(费)种将纳税期限修改为按次(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除外)。

“无税不申报”，是指免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
增值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的零申报。

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消费

税及附加仍需按照现有的做法按时申报缴纳税款。
五、“无税不申报”是针对所有税种都可以取消零申报吗？
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环

境保护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
税、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

六、零申报是指应纳税额为零吗？
不是，零申报是指收入总额或计税依据为零，即纳税人在一

定所属期内没有任何营业收入，并不是单纯指“应纳税额为零”。
例如：一户纳税人在一个月内的增值税应税收入1万元，虽然没
有达到10万元起征点，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应纳税额为0，但是仍
需进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的纳税申报。

七、推行“无税不申报”以后，是不是不再开展催报工作？
不是，税务机关对推行“无税不申报”的相关税费不进行日常

催报，但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不推行“无税不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以及纳税评估、稽查、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应申
报未申报行为仍进行催报。

八、后续监管
通过纳税申报数据分析、数据定期比和其他第三方数据利用

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人不报、错报、漏报税行为，加强税
收违法惩罚力度，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对税收违法行为，将严格
按照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无税不申报”政策解读

供 求

▲胡立斌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21-804房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发票联、办证联、存根联，发票代
码：246001090124，发票号码：
00016877，金额 207980元，声明
作废。
▲胡立斌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21-804房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发票联、办证联、存根联，发票代
码：246001090124，发票号码：
00027550，金额 485287 元，声明
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龙二粥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690281448827，声明作废。
▲文昌金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营运证，营运
证号：469005009174，声明作废。
▲三亚新民街色俩姆特产商行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0203600059533，声明作废。
▲高颖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365400 元）购房收据一
张，编号：7593623，特此声明作
废。
▲中共临高县委新闻办公室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临高县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410000508501，
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深
联村民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石英宁（承租人）不慎遗失租赁
证，证号：2017（36912），声明作
废。
▲陆威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注册证号：琼246081001835）
和执业印章，特此声明。
▲澄迈老城新恒大五金店遗失金
税盘，编号：661501984296，声明
作废。
▲海口琼山李桂华烧腊快餐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14601070005415，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遗失声明
澄迈老城新恒大五金店遗失2008
版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44320， 发 票 号 码 ：
00836292-008363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兰普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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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事宜。

声明
以黎君娜（女，海南乐东佛罗镇人）

开 的 银 行 账 户 卡 网 卡 号:

43001592061052507495 和

21020150200053042336 声明作

废。任何人用此两个账户办理资

金流动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黎君娜无关，特此声明。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海南唯世贸易有限公司、文昌锦山

恒大商行因股权转让和法人变更，

对变更前债权债务、抵押担保和经

济纠纷进行清算，对原法人债权债

务自公告见报日起45天内，到我

司办理登记事宜。逾期原法人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销公告
三亚福新立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三亚碧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三
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三亚琼和州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三亚雅俊嘉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三亚芗火生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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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明佑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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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鹤石岗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三亚皇联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三亚山梅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向三
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建设用地转让 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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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