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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劳动就业局纳税
人识别号：1246884142896939X3
不慎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票据）20份，票号分别为：
0323373195、0323373208、
0323373224、0323373240、
0323373312、0323373320、
0323373347、032337338X、
0323373400、0323373419、
0323373435、0323373451、
0323373486、0323373494、
0323373507、0323373515、
0323373523、0323373531、
0323373590、0323373603，
现声明作废。2019年9月17日

▲海口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海颐名仕花园店遗失租赁合同一
份，编号：2011617,特此声明。
▲竺德志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50014002984，声 明 作
废。
▲喻伟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为
430181198101055984，有效期：
2007年7月12日-2027年7月12
日，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林厨顺鼎添美食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61071507，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注销公告
万宁庆强种养专业合作社拟向万
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山根工商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社办理相关事宜。

▲冼昌彬遗失制药工程助理工程
师证，证号：初07013，声明作废。
▲石武忠遗失澄迈县老城镇后海
温泉小镇开发商并物业公司本人
购买的C1-1506号房购房合同及
付款收据，请补办相关手续，特此
声明。
▲海口富力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澄迈分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469023156784，
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东成饮食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7MA5RL3H361，声
明作废。
▲洋浦隆强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黄金凤遗失海口市罗牛山农业
综合开发区工会联合会开据的新
公司股权认购款收据一张，收据
号:0007916，金额:人民币壹仠元
整，现特此声明作废。
▲陈亚成遗失海口市罗牛山农业
综合开发区工会联合会开据的新
公司股权认购款收据一张，收据
号:0008419，金额:人民币壹仠元
整，现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668404，声明作废。
▲牛晓民遗失记者证，证号：
X01000155000408 ；新华社工作
证，证号：212-30584，声明作废。
▲苏先育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感城镇感城村的土地证，证号：东
方集用（2012）第120564号，声明
作废。

▲郑芙蓉不慎遗失海南师范学院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证
书登记号：65460103982002947，
特此声明。
▲海南省琼中质量技术监督局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0721702，声明作废。
▲海南红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正 本 遗 失 ， 代 码
（12468845793135385A），现声明
作废。
▲陈道驰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为：460004198510135210，特此
声明。
▲定安县价格监督管理局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684501，声明作废。
▲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高江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新
龙镇部道村的土地证，证号：东方
集用（2011）第 11267 号，声明作
废。
▲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广东增值税普通发
票 一 张 ， 发 票 代 码 ：
044001800104，发 票 号 码 ：
36895716，声明作废。
▲文昌名缘房产中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林志固遗失展兴颐龙名居11F/
S11商铺押金收据，收据日期2018
年8月17日。收据号:323572，金
额：12534元，声明作废。

▲海南科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 ：460100324032447，声 明 作
废。
▲东方八所明霞杂货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7600034064，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梦轩广告店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儋州那大城北支行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5962101， 账 号 ：
21616001040002168 及 公 章 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旭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53997908756，声 明 作
废。
▲海南旭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定安县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0805001， 账 号 ：
946006010001305911，声 明 作
废。
▲海口市邮政贸易实业公司白马
井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20131139一6，声明作废。
▲赵莉莉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461218010541，声明作废。
▲羊莉遗失海南泰龙商城管理有
限公司铺面保证金323号铺面，号
码：0007586，声明作废。
▲杨先雄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感城镇感城村的土地证，证号：东
方集用（2012）第120479号，声明
作废。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
身体健康，于2013
年 3月 1日上午8
点，在琼中县黎母
山镇干埇村委会
坡生田村路口拾
到女婴。请该女婴
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于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持有效
证件前来认领，逾
期视为弃婴。

联系电话：0898-86238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19年9月18日

关于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15号

李鹏程不慎遗失金江国用(1997)
字第206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登记座落为金江镇环城西路
西侧，登记面积为161.5平方米，该
土地权利人已于2019年8月18日
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
作废，现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
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
销李鹏程名下金江国用(1997)字
第2060号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
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局不动产
登记中心(电话:67629320),逾期
我局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不
动产权证，原证作废。澄迈县自然
资源局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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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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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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中国城投建设集团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左宜忠
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琼
中劳人仲案字〔2019〕第167号），
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
兴大道197号办公楼3楼，联系电
话：0898-86231511）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9月17日

减资公告
海南湾岛荟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1469006MA5T20F093），经公
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东方上彩翔腾投资有限公司(信用
代 码:91469007MA5T80HB47)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金人民币1428.62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00万元，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天内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陵水艾黎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
社拟向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
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钢铁公司海口招待所（注册
号：（分) 460000000178311）拟向
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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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铁海口铁山商场（注册号：
460100000024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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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 （ 注 册 号 （ 分 ）
460100000126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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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瑞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0072000432）拟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广告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三亚市吉阳安置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
暨城市设计》A-04-01地块规划指标论证的批前公示

三亚市人才城水质净化厂项目位于“三亚市吉阳安置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局部修编暨城市设计”A-04-01地块，因该地块在原控
规中无相应的规划指标，2019年7月19日，我局组织专家对“三亚
市吉阳安置区控规A-04-01地块规划指标论证”进行评审，并于8
月11日经市城乡规划委员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规
定，现按法定程序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30个工作日（2019年
9月18日至11月1日），详情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info＠sanyaup.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三亚市育才镇镇区控规YC3-3-1
地 块 建 筑 密 度 修 改 的 批 前 公 示

三亚市育才水质净化厂项目位于“三亚市育才镇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YC3-3-1地块，因项目建设涉及规划指标建筑密度的修
改，2019年7月19日，我局组织专家对“育才镇镇区控规YC3-3-1
地块规划指标修改论证”进行评审，并于8月11日经市城乡规划委
员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规定，现按法定程序进行批前
公示，公示时间为30个工作日（2019年9月18日至11月1日），详
情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info＠sanyaup.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2019)琼96执293号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琼96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
决,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卓亚众诚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琼
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在诉
前保全阶段查封被执行人琼海明道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琼
海市嘉积镇温泉官塘管区1308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
地使用证号:琼海国用(2016)第000100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查
封土地使用权的效力及于地上建筑物的规定,本院现对上述地上御

泉庄温泉文化旅游城(产权式酒店)A型楼预售许可证编号(2018)海房
预字(0001 号),编号为:301A、302A、303A、304A、401A、402A、
403A共计7栋房屋(房屋建筑面积4335.17m2)和B型楼预售许可证
编号(2018)海房预字(0002号),编号为:601B栋房屋(房屋建筑面积
515.71m2)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如对本院上述查封有异议
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依法执
行。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9月18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8号 邮编：571126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65301119

新华社布鲁塞尔 9 月 17 日电
（记者田栋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
逊16日在卢森堡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容克就“脱欧”协议的“备份安排”等议
题举行会晤，但双方未能弥合分歧，会
晤无果而终。

“备份安排”作为欧盟方面的“保
险兜底政策”，旨在确保英国北爱地区

与爱尔兰间不设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
设施等“硬边界”。欧委会在会晤后的
声明中强调，英国有义务提出能与“脱
欧”协议兼容的、合法且具有可操作性
的“备份安排”替代方案，但欧盟迄今
未收到相关解决方案。

声明强调，欧委会将“全天候”接
收来自英国方面的解决方案。欧盟除

英国外的其余27国在“脱欧”问题上
持团结一致的立场。

英首相府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
强调，约翰逊与容克的会晤具有

“建设性”，重申达成一项不包含
“备份安排”的脱欧协议的决心。
约翰逊同时强调将在10月 31日带
领英国“脱欧”，不会向欧盟申请延

期。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层级展
开对话。

在结束与容克的工作午餐后，约
翰逊取消了原定与卢森堡首相贝泰尔
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有欧洲媒体报
道，当天，卢森堡方面将发布会安排在
了户外，因有一些人在现场外围抗议

“脱欧”，英方希望将发布会移至室内，

但卢森堡方面以记者人数太多无法安
排为由拒绝。

英国议会下院曾三次否决前首相
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也曾投票明确反对“无协议脱欧”。为
此，英国政府已两次向欧盟申请延期

“脱欧”，最新的“脱欧”期限为10月
31日。

英首相与欧委会主席首次“脱欧会”无果而终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与叙利亚
接壤的地区大国，土耳其未来采
取怎样的外交政策对叙利亚以及
中东地区局势都至关重要。从土
政府的一贯立场看，当前和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将继续在俄
美间寻求平衡，并利用这一局面

获取更多筹码。
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

会研究员阿均认为，土耳其目前重视
与俄关系，但并不愿意与西方传统盟
友“翻脸”。

伊斯梅尔表示，土耳其今后希
望与俄美同时保持互惠的双边关
系。对土耳其而言，与一方交好
并不意味着与另一方交恶，土耳
其目前正在试图采取灵活的多边

外交政策。
土耳其媒体认为，土作为地区大

国，已逐渐成为俄美两国涉足地区事
务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俄美都会选
择与土合作，以便在叙利亚及中东地
区获得更多利益。

（据新华社安卡拉9月16日电）

寻求平衡外交

美俄博弈叙利亚 土耳其“平衡术”受考验
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三国领导人16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叙利亚安全问题，强调

应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地区实现长期停火，并表示愿推动组建叙利亚宪法委员会。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晤达成的共识对于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具有积极意义，但叙问题背后的国际力量

博弈愈加激烈，叙和平之路依然曲折。值得关注的是，在叙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土耳其，与俄罗斯、美国既存在
分歧，也寻求合作，在俄美博弈加剧之际，土与俄美关系如何演绎发展，恐将对叙问题乃至中东局势带来深度影响。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俄罗斯总
统普京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当日在举
行三方会谈后出席了联合记者会。
三方同意，在重视保护叙利亚领土完
整的前提下，采取额外措施防止伊德
利卜地区由于战乱而爆发新一轮人
道主义危机，同时避免大量难民涌入
与之接壤的土耳其。三方表示，愿推
动组建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以形成解

决叙利亚问题的长期机制。
分析人士指出，本次会晤有利于

缓解伊德利卜地区紧张局势，推进叙
问题政治解决。但不可忽视的是，土
耳其和俄罗斯在伊德利卜分别支持叙
反对派和政府军，存在重大分歧，这对
叙问题的政治解决是个不利因素。

尽管在叙问题上土俄既有合作
也有分歧，但整体来说，两国关系近
年来呈回暖趋势，在政治、经济、军事
和能源等领域开展了不少合作，其中
在军事领域，土耳其更是无视美方的
警告与制裁威胁，坚持购买俄制S-
400防空导弹系统。

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大学国
际关系学教授伊斯梅尔认为，土耳其
和俄罗斯目前的关系是相互依赖
的。一方面，在美国对土耳其态度降
温的背景下，土耳其需要来自俄罗斯
的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也
希望利用土耳其，在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内部制造裂痕，俄也乐见土在地区
事务中成为其强有力的“臂膀”。

土俄相互依赖

埃尔多安在16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说，将给美国最后两周时间，如果
土美无法推进“安全区”，土方将采取
单边行动进入叙东北部。

土美两国于8月同意在叙东北
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隔离土边境
和叙东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帮
助在土的叙利亚难民重返家园，同
时解决土边境的安全隐患。但美国

在“安全区”计划上并不积极，加上
两国在“安全区”的面积和管理等方
面迟迟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该计划
进展缓慢。

“安全区”分歧只是土美近年来
关系恶化的一个缩影。土耳其政府
认定，居住在美国的土宗教人士居伦

是2016年未遂政变的幕后主谋，但
美国政府却一再拒绝引渡居伦，这令
两国战略互信受到严重损害，此后一
直龃龉不断。今年7月，因土耳其从
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美国将土耳其踢出F-35战机项目，
更令双方关系雪上加霜。

不过在与美频频硬碰的同时，土
耳其也时不时向美吹吹暖风。埃尔
多安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
示，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购买

“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意愿。
土耳其《每日新闻报》专栏作家

德梅尔塔斯认为，土耳其突然表示希
望向美国购买“爱国者”导弹防御系
统，其目的在于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土美若即若离

针对沙特油田遇袭

特朗普说
不希望对任何人开战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6日电（记者刘阳 刘
晨）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被问到在沙特阿拉伯石
油设施遭袭后是否准备对伊朗开战时表示，他不
希望对任何人开战。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媒体问到是否希望对伊
朗开战，他说：“我想要战争吗？我不想对任何人
开战。”当记者询问美国是否有证据表明伊朗发动
了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他表示“目前看上去如
此”，但事件仍有待调查。

“我们想要找到确凿的袭击发动者，”特朗普
说，“一旦有确凿发现，我们会予以公布。”他说，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前往沙特进行对话。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较此前略有软化。他15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填弹上
膛”，只待确认袭击者身份。

韩国确认出现非洲猪瘟疫情
据新华社首尔9月17日电（记者耿学鹏 田

明）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17日发布消息说，京畿
道坡州市一家养猪场16日下午报告5头猪死亡，
检疫部门17日早晨6时30分确认死亡病猪感染
非洲猪瘟。

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金炫秀在记者会上说，政
府相关机构将“竭尽全力遏止非洲猪瘟传播”。据介
绍，相关机构将扑杀坡州3家养猪场的大约4000头
猪，其中包括那家发现非洲猪瘟病例的猪场。同时，
自17日早晨6时30分起对韩国全国养猪场、屠宰场
等机构实施48小时禁令，其间禁止运输活动。

农林畜产食品部官员表示，韩国境内非洲猪
瘟病例的病毒感染途径尚在调查确认当中。

天文学家发现已知最重中子星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天文学家观测到一颗

距离地球大约4600光年的中子星，可能是目前已
知质量最大的中子星。

西弗吉尼亚大学网站16日发布的声明说，学
校研究人员发现的这颗中子星编号 J0740+
6620，质量是太阳的2.17倍（太阳质量是地球质
量的33万倍），直径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
研究人员认为，这颗中子星的质量接近一个致密
天体被黑洞吞噬前可达到的质量极限。

这颗新发现的中子星还是一颗高速旋转的脉
冲星。中子星是已知存在的除黑洞外密度最大的
星体，是巨大恒星爆炸后形成的星体。

研究人员说，发现质量如此大的中子星有助
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这种星体。

据新华社喀布尔9月17日电
（记者陈鑫 邹德路）阿富汗内政部发
言人纳斯拉特·拉希米17日说，阿首
都喀布尔第9警区当天发生的一起
自杀式炸弹袭击，目前已造成包括袭
击者在内的22人死亡、38人受伤。

拉希米说，当地时间中午时分，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一栋隶属于阿
国防部的大楼外引爆了身上的炸
弹。据了解，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
也位于袭击地点附近。

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事发时
现场人流密集，实际伤亡人数可能
比官方公布的数字更高。

塔利班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事
件。

这是17日当天阿富汗发生的第
二起造成重大伤亡的袭击事件。当
天早些时候，阿东部帕尔万省举行的
一场总统竞选集会活动遭炸弹袭击，
造成24人死亡、32人受伤。塔利班
同样宣布这起袭击事件是其所为。

阿富汗17日发生
两起爆炸袭击
首都自杀式袭击已致死22人
总统竞选集会遭袭致死24人

9月17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安全人员在发生爆炸的地点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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