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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文昌锦山恒大商行(统一信用代
码:92469005MA5RH6F052) 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城东友发水泥制品厂（纳税人
识 别 号
92469007MA5RH9GU56）遗 失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4600164320， 发 票 号 码
03392177-0339218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杜丽瑶，于2014年 6月遗失购房
合同，合同编号A3-1102法人代
码证00822851-X现声明作废，现
声明购房合同遗失当日起一切与
该购房合同相关的行为及由此造
成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本人不
予认可。 声明人:杜丽瑶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华之旅旅游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原印章未备案，现声明作废。
▲李迪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186-702购房相关收据1张，编号
HN1808929房款，声明作废。
▲海口鑫国茂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车牌号
为：琼A6256学，道路运输证号：
460100068959，声明作废。
▲闫艾雯不慎遗失坐落于万宁市
礼纪镇石梅湾旅游度假区九里二
期9号楼公寓楼1单元903房的不
动产权证，证号:琼（2019）万宁市
不动产权第0010167 号，声明作
废。
▲海南椰之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1469035MA5RF2F11U，
现声明作废。
▲陈明臣遗失土地证一本，证号：
定安雷鸣镇集用（2012）第01081
号，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门镇龙门村委会龙门
岭村民小组旧公章一枚破损不能
使用，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工会委
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账号：
2201026409026500685，核准号：
J6410016438301，声明作废。
▲海南鑫虹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工
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原件3本，证
书 编 号 ：A246003356- 4/1，
A246003356- 4/2，
A246003356-4/4，声明作废。
▲东方市交通管理总站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2795002，声明作废。
▲东方市交通管理总站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1511901，声明作废。
▲东方市教育局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东方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0510501，特此声明。
▲高峰遗失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证书,证书编号：GB00019711,特
此声明。

通知
母亲周玉梅女士于2019年8月10
日因病去世，现有相关事宜需联系
各位亲友，请周玉梅的各位亲友与
赵俊杰联系。手机：13976991682

减资公告
海南金算盘会计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552788473P，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贰佰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壹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公示
根据罗国梅、谢励声、谢儒声、谢弘

声向本处申请办理谢晋雄名下的

位于海口市机场东路12号1605、

1606号房产的法定继承权公证，

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

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

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O一九年九月十日

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各股东：

公司决定召开2019年第二次股东

会临时会议，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

下：举行会议日期：2019年9月30

日10时；会议地点：海口市秀英区

滨海大道西延线158号四楼会议

室；会议期限：一天；议题：资产抵

押、修订章程、变更公司住所地、变

更经营期限、变更董事会成员、变

更监事会成员、资产转让等。

联络人：黄汝琼

联系电话：18289416063。

请各位股东准时参加，否则视为放

弃股东表决权。

海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清河

日期：2019年9月11日

注销公告
海南铨盛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0000475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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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来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广告

注销公告
海南椰家香饮料技术咨询服务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6931601370)拟向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天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高敬芳女士:
2015年2月13日你与我司签订了
《房屋买卖合同》，现根据海南省住
建厅有关房屋销售须全装修的有
关规定，我司须与你签订《房屋装
修合同》并对交付你的房屋进行装
修。经我司与你多次联系无果后，
于2019年4月19日在《海南日报》
发布了《公告》通知你与我公司联
系，办理签订合同及相关房屋装修
事宜，但仍未得到你的回复。鉴于
此，为了不影响我司项目的整体验
收，决定与你解除《房屋买卖合
同》，并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损失等）。

三亚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0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190911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9月18
日下午3:30时在三亚市天涯区人
民政府大院5号楼3楼会议室公开
拍卖：三亚市阳光海岸项目已征收
如家酒店现存设施设备。标的展
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9
月17日下午4时止。竞买保证金：
1万元人民币。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年9月17日下午5时之前来
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
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电话：0898-68598868

18889413333

▲海南金迪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及财务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南志行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2-2)，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6989212739，声 明 作
废。
▲魏天雨不慎遗失市政公用工程
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01858310，声明作废。
▲东方新港张垂银海鲜品摊点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469007MA5T506245，声明作
废。
▲海南澄迈福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博森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4EU46M，声 明
作废。
▲孟祥龙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南省
乐东县九所新区龙栖湾温泉花园
（I区）3号楼龙海阁1114的房产
证，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102244号，声明作废。
▲张美玲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40825199110231162，特 此
声明。
▲海南新视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一枚，因不慎损坏，声明
作废。
▲ 林 选 明 (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9197311154438)，在 洋 浦
经济开发区三都镇卫生院执业，不
慎遗失执业医师证书，证书编码:
110460008000038，发 证 日 期:
2015年3月25日，声明作废。
▲洋浦浚海港航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松中心
学校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
格证正本、副本、法定代表人证书
（工法证字第211900017号）和工
会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68115756-3，现声明作废。
▲本人龚发荣不慎遗失恒大美丽
沙项目0601地块8号楼604收据，
编号: HN0057151，声明作废。
▲吴伟强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461315901160，声明作废。
▲颜军不慎遗失一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书，证书编号：0300160，管
理号：10461534104600426，特此
声明作废。
▲谭国明遗失坐落于白沙县七坊
镇高石村民委员会孔八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白沙集用
（2011）第02898号，特此声明。
▲文昌报社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已遗失，共计1份，票据号
码分别为：0494993161，特此声明
作废。
▲李华友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海口市国用（96）字第
39966号，特此声明。
▲张义志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三家镇红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23869号，
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粉粉爱母婴用品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7MA5T65WQ5D，声
明作废。
▲海口琼山粉粉爱母婴用品店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01071483133，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儋州星光绿城项目原由儋州福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现由于

项目所属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至儋州建业星光置业有限

公司名下，原临时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号：46003201804004和证号：

469003201807001）变更至儋州

建业星光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儋州建业星光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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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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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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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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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海南天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壹本，
编号：（琼）JZ 安许证字[2017]
S0788，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腾达旺烟酒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8MA5RJ6BT88，声
明作废。
▲谢丽丹（曾用名：谢立丹）遗失国
有土地使用证，证号：老城国用
（1997）字第209号，声明作废。
▲陈琼玲遗失广东省医疗收费票
据一张，票据号码：KU76505061，
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张辉小吃铺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6401071492587，特此声
明。
▲海口龙华琪琦妇婴用品专卖店
海垦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 琼 国 税 登 字
44142419781212483202号，声明
作废。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遗失海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二份，号码：
0406703102、0406703436，声明
作废。
▲东方东海飞飞美甲店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0719921108540502，声明作
废。
▲林明冲遗失在海口中升裕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的收款
收据1张，收据编号：1808513（金
额：5000元），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杨丽花副食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35MA5RMC8D01，声
明作废。
▲李云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
编号为：4601060012005090，特
此声明作废。
▲三亚卡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证
号:（三）卫公证字【2017】第 623
号，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新德里9月9日电（记
者赵旭）9月9日，由中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共
同举办的第六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及
中印经济合作论坛在印度新德里举
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印
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副主席库马尔共同
主持对话会并出席论坛作主旨发言。

在对话会上，中印双方回顾总结
各工作组进展情况，就两国宏观经济
形势、双边务实合作等议题充分交换

意见，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中方表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加
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印度提出“5年
内建成5万亿美元经济体”宏大目标，
双方发展方向一致。中印两国携手合
作，将助力彼此发展，为亚洲乃至世界
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中印战略
经济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多个部门
及主要金融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各工作组持续加强沟
通联系，在政策协调、基础设施、节能环

保、高技术、能源和医药等领域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新的合作共识。展望未
来，中印要以更大范围的开放拥抱发展
机遇，以更宽领域的合作谋求互利共
赢，继续强化政策沟通，加强优势互补，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具体项目实
施，提高中印合作的获得感。印方表
示，印度政府正大力推动改革，改善营
商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欢迎中国
企业投资印度基础设施、住房、物流、智
慧城市、制造业等领域。两国经济是互

补而非竞争的关系，双方应继续增进互
信、聚焦成果、解决问题，为两国企业合
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
务部、能源局、铁路局、部分地方省市，
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外交部、铁道
部、电子信息部、住房和城市事务部、
商工部、水资源部、电力部、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部、油气部、能源效率局、
药品部等共约100人参加对话会。中
印双方企业参加论坛，围绕基础设施、

高技术、节能环保、能源、医药等领域
开展交流研讨，并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建立于
2010年12月，中方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牵头，印方由国家转型委员会牵头，
下设政策协调、基础设施、高技术、节
能环保、能源、医药等六个工作组，是
双方交流宏观经济政策和推动务实合
作的重要平台。前五次对话分别于
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
2018年在北京和新德里轮流举行。

第六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印度举行

不出所料，英国政府提出的提前
大选动议9日再度遭到议会否决，入
主唐宁街10号仅一个多月的新首相
约翰逊陷入窘境。“脱欧”公投结束至
今已三年，大不列颠还未走出“脱欧”
怪圈，曾经踌躇满志的约翰逊上台伊
始就深陷泥潭，步入新的历史轮回，
令人唏嘘。

说是轮回是因为，约翰逊正在重
复其前任特雷莎·梅的命运——失去
对议会的控制，失去对“脱欧”的主导
权，失去党内的广泛支持，失去欧盟
方面的“配合”。

从反对党联盟联手叛变的保守
党议员在下议院夺回脱欧主导权，到
议会要求将脱欧日期再延迟三个月
以避免无协议脱欧；从议会两度否决

提前大选动议，到内阁大臣愤然辞
职，其中包括约翰逊的亲弟弟……一
系列事态发展说明，约翰逊已身陷困
局，其“硬脱欧”计划已千疮百孔。

众所周知，作为“脱欧”派的旗帜
式人物，约翰逊成功上位靠的就是

“硬脱欧”招牌，因为这迎合了人们希
望早日摆脱“脱欧”僵局的普遍心
理。上台以来，约翰逊采取“要么生、
要么死”的要挟式打法，一再坚称无
论如何英国将于 10 月底脱欧。而
今，英国议会通过阻止“无协议脱欧”
法案，意味着在法律层面划出红线
——约翰逊将不能实行“无协议脱
欧”。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让约翰
逊招牌式的政治诺言破产，同时也等
于逼着约翰逊“戴着镣铐跳舞”，去重

走特雷莎·梅走过的路。
怪圈也好，轮回也罢，约翰逊面

临的困局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
那就是英国社会与民意的分裂。“脱”
还是“不脱”，“硬脱”还是“软脱”，英
国各界各阶层态度大分裂，各党派党
争不休，即便是保守党内部对“脱欧”
也是党内有党、派内有派。在此大背
景下，约翰逊孤注一掷的强硬打法遭
遇围剿，并不意外。从战术上来说，
约翰逊前不久打出的“议会休会牌”
乃是引火烧身的一步棋，引发责难连
连、民众示威和议会反制，最终弄巧
成拙，赔了夫人又折兵。

约翰逊能走出怪圈吗？很难。
对内，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在议

会并不占多数，最近开除倒戈的 20

多名保守党议员党籍使得其在议会
里的支持票减少，在“脱欧”问题上他
已经失去对议会的控制而成“跛腿”
首相。在不考虑辞职的前提下，摆脱
受制于议会的唯一出路是提前大选，
然而这一动议已然两度被否决。特
雷莎·梅政府的“脱欧”协议曾先后三
次遭议会否决，有此前车之鉴，约翰
逊政府恐怕不会轻易尝试第三次提
出提前大选动议。

对外，在与欧盟实力不对等的情
况下，约翰逊大玩“瞪眼游戏”难以让
欧盟买账。尽管约翰逊近来与德法
等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做了一些沟通，
但总体来说，约翰逊没有体现出解决
问题的务实态度，这从与欧盟领导人
频频“打嘴仗”、公开称要“赖账”等事

件中可见一斑。
前有欧盟不买账，后有议会划红

线，约翰逊只能在“脱欧”怪圈里打
转，恐怕难有作为。

人在江湖走，哪能不低头。人
们注意到，约翰逊的强硬态度在悄
然发生反转。上周他曾表示宁可

“死在沟里”也不愿再次推迟“脱
欧”。如今已有政府高官暗示，约翰
逊可能最后会作出让步。尽管约翰
逊很不爽，但在其位要谋其政，“脱
欧”大戏少不了唐宁街 10 号这个主
角。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

“脱欧”大剧比莎士比亚的戏剧还要
曲折，可谓一语中的。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
吴黎明）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记者梁
希之 顾震球）英国议会下院10日凌
晨再次否决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在
10月15日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议
会随后正式开始为期五周的休会。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大多数反对
党议员投下反对票或者弃权，最终投
票结果为293票支持、46票反对。由
于未达到规定所需的、全部650名议
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票数的支持，约翰
逊提前大选的动议再次被否决。

约翰逊曾在4日晚英国议会下
院通过旨在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
案后提出动议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但
未获通过。

约翰逊在10日凌晨投票结果出
炉后说，政府将在议会休会期间继续
努力与欧盟谈判达成协议，同时也做
好“无协议脱欧”的准备。他强硬地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要求欧盟再次推
迟英国“脱欧”。

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工
党不会步入“首相设下的陷阱”，称约
翰逊让议会休会“只是为了避免议会
质疑他的作为”。他表示工党希望举
行大选，但不希望冒着“无协议脱欧”
对英国带来灾难的风险举行大选。

8月底，约翰逊提出议会休会请
求，得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由
此，英国议会在9月9日至12日期间

择日开始休会，并计划于10月14日
女王在议会发表讲话后恢复运行。舆
论批评约翰逊此举挤压议会议事时
间，为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设
置障碍。

约翰逊带领英国10月 31日如
期“脱欧”的计划这两周内接连遇
挫。反对党发起阻止“无协议脱欧”
的法案一周内获议会两院批准，9月
9日下午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
署成为法律后生效。该法案要求约
翰逊致信欧盟，申请把“脱欧”期限推
迟3个月至明年1月31日，除非英国
议会 10月 19日以前批准一份“脱
欧”协议或同意“无协议脱欧”。

提前大选？甭想！
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前大选动议

走不出的“脱欧”怪圈与轮回

特朗普称
美方与塔利班和谈“已死”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记者刘晨 刘
阳）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称，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
的和平谈判“已死”。

特朗普是当天下午在白宫对媒体做出上述表
示的。当被问及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问题时，特朗
普说，美军将在“适当时候”撤离。

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他曾计划8
日分别与塔利班代表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
尼在戴维营秘密会晤，但因为阿富汗发生造成美
军士兵死亡的袭击事件而取消会晤。特朗普指责
塔利班为增加谈判筹码而发动袭击，并称他已经

“叫停了和谈”。不过，特朗普当时在推特中并未
说明和谈是否永久性终止。

韩国军方称
朝鲜试射两枚短程发射体

据新华社首尔9月10日电（记者耿学鹏 田
明）韩国军方10日称，朝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
海域方向试射两枚短程发射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信息显示，朝鲜于
当天早晨6时53分和7时12分先后两次，由平安
南道价川一带试射发射体，两枚发射体最大射程
均可达到大约330公里。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尚未披露飞行高度及速度
等有关朝方发射体的更多信息，称韩美正在进一
步分析发射体具体类型。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表
示，韩国军方正密切关注局势并保持警戒态势，敦
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氛围的行为。

英国议会下院10日凌晨再次否决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
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发

朝鲜提议9月下旬
举行朝美工作磋商

据新华社平壤9月9日电（记者程大雨）据朝
中社9日报道，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当天表
示，朝方愿在9月下旬与美方举行朝美工作磋商。

朝中社援引崔善姬的讲话报道说，朝方注意
到主导对朝磋商的美国高级官员近期多次称，已做
好重启朝美工作磋商的准备。朝方有意在9月下
旬与美方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和地点坐下来面谈。

崔善姬表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在今年4月发表的施政演说中阐明，美国应收起
目前的“计算方法”，以新的姿态对待朝鲜，朝方将
等待美方做出决断直至今年年底。

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
正恩先后在新加坡、河内和板门店举行三次会晤。
今年6月30日，特朗普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举行会
谈后对媒体表示，美朝双方将在未来两三周重启工
作磋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7日表示，期待能
在未来数周内重启与朝方的对话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
说，已命令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离职。

快讯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