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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博鳌金海湾项目由海南健洋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建设
用地位于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海滨旅游区,用地面积
293023.4m2。琼海博鳌金海湾项目修规方案已由琼海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海规划审批〔2018〕13号）批复文同意建设。现该公司申
请三期工程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
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

1. 琼海博鳌金海湾项目三期工程建筑屋顶建筑面积合计
6956.96m2，太阳能集热器面积492.8m2，热水系统建筑应用总建筑
面积20207.52m2。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为492.8m2。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组、
建设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五楼规划管理组；（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
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3）联系电话：0898-
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6日

关于琼海博鳌金海湾项目三期工程太
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全网华为43个5G

站点软件版本进行热补丁升级操作。届时，割接地区的 5G

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u2019年10月16日0:00－6:00，对全网华为43个5G

站点软件版本进行热补丁升级操作。割接站点会引起业务

中断10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演出时间：2019年10月17、18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62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64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66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9年10月15日至10月18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歌剧音乐会《伤逝》
——经典再现，致敬大师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国歌剧舞剧院
鸣谢单位：顺年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洋浦玄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97988968）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书》（琼税二稽罚〔2019〕1000036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
自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一、违法事实。你公司在
无货物购进的情况下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无银行资金流水
信息、未进行纳税申报、已走逃失联。因此，认定你公司2018年4
月25日在无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对外开具的37份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金额2,875,998.69元，发票税额488,919.70元，合计
金额3,364,918.39元）的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
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

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决定对你公司2015年5月至10月在无实际
经营业务的情况下对外开具的3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50
万元罚款。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500,000.0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缴纳入
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
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
行的，我局（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6室，联系人：陈先
生，联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10月1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琼税二稽告〔2019〕52号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24日上午11：0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以下车辆：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10月21日、22日；标的展示地点：三亚市
吉阳区榆亚路158号；

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0月23日下午
17：0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
为准）。

拍卖公司名称：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7层
联系电话：68523808 13307551678（吴女士）

（第20191024期）

车牌号 厂牌型号 登记日期 参考价（元）序号

1 琼AEE873
大众汽车牌

SVW6440HGD
2011年10月21日 30100

车辆拍卖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万向·凤起潮鸣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万向·凤起潮鸣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E5201、E5202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22栋地
上1-17层、地下1层的商业、住宅楼，送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拟补偿建筑面积3794m2。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
年10月16日至10月2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
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
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6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屯昌县人民法院委托，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

拍卖：1、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80公
里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机械设备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参
考价29114.228416万元，竞买保证金3000万元。2、海南圣大木业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91公里处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地上房屋、机械设备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参考价1555.5312万元，
竞买保证金16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
年11月4日15:3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19年11月4日12: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9年11月4日12: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名称：屯昌
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屯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10869690000094；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琼9022执272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上述两项标的按
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2、第2项标的的
租赁合同未到期，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拍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联系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屯昌县人民法院监督电话：67812562

（191016期）

各市、县、自治县、洋浦经济开发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省直机
关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宣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
成长”演讲比赛的通知》（中宣办〔2019〕24号）要求，从2019年8月
底开始，省扶贫工作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决战决胜——我和脱贫攻
坚”全国第6个扶贫日主题演讲比赛。活动开展后，各市县、省直有
关部门踊跃报名，参赛选手积极备赛。经过激烈的初赛、决赛，全
省52名参赛选手中，有15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决出一等奖1人、
二等奖2人、三等奖3人、优秀奖9人，其中一等奖获得者沈音钊将
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

这次演讲比赛的成功举办，得到了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的
大力支持。参赛选手通过讲述自己的扶贫经历和身边人的扶贫故
事，传导和弘扬了脱贫攻坚正能量，也为激励广大扶贫干部的干事
积极性注入了强大动力。现对这次演讲比赛的获奖选手予以通报
表彰，希望全省各级扶贫干部要向这些感人扶贫故事的主人公学
习，奋发有为，奋力拼搏，为我省脱贫攻创优保优进而全面完成我
省脱贫攻坚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决战决胜——我和脱贫攻坚”国家第6个扶贫日主题演
讲比赛获奖选手名单

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9月14日

“决战决胜——我和脱贫攻坚”
全国第6个贫日主题演讲比赛获奖选手名单
一等奖
1.作品：《守护的力量》
选手：沈音钊
推荐单位：海口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海口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二等奖
2.作品：《你笑了，我就值了》
选手：许立清
推荐单位：海口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扶贫办
3.作品：《成长的足迹》
选手：陈善煌
推荐单位：临高县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临高县财政局
三等奖
4.作品：《邂逅扶贫》
选手：姜秉辰
推荐单位：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5.作品：《让幸福走向永远》

选手：陈小谊
推荐单位：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选手单位：海南省琼州海峡轮渡运输管理办公室
6.作品：《幸福着你的幸福》
选手：冯秀玲
推荐单位：昌江黎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优秀奖
7.作品：《转身：都市白领到第一书记》
选手：徐盛鹏
推荐单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选手单位：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8.作品：《无悔的选择》
选手：蒋建军
推荐单位：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选手单位：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9.作品：《扶贫路上的自己人》
选手：田茜茜
推荐单位：定安县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10.作品：《一天》
选手：孙宇坤
推荐单位：儋州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11.作品：《要脱贫 先治病》
选手：张媛
推荐单位：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选手单位：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2.作品：《为什么》
选手：李世杰
推荐单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13.作品：《打赢脱贫攻坚战，共筑美丽中国梦》
选手：彭田田
推荐单位：东方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选手单位：西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
14.作品：《扶贫先扶人 扶人要扶骨》
选手：黄海军
推荐单位：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选手单位：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5.作品：《冲锋在脱贫攻坚最前线》
选手：王燕南
推荐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选手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决战决胜——我和脱贫攻坚”全国第6个扶贫日主题演讲比赛获奖结果的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2019)琼96执292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的(2018) 琼96民初199号民
事判决，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广东吴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三亚海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海方投资有限公司、海南
万宁海方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查封被执行
人三亚海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中信国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建设的位于万宁市龙滚镇山钦湾山崖海景国际社区1号楼
和2号楼房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万住建字第(2015) 342号]及相
应土地使用权[证号:万国用(2008) 第1020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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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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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我海南宇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润公司)于

2009年7月16日与儋州市兰洋镇番打村委会苗一、苗二经济
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按双方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2016年5月11日儋州市人民政府已将该宗9813亩土地
的经营权证办到了宇润公司名下,至此宇润公司依法取得了该
宗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此前该宗土地承包人海南银兴利贸
易有限公司被依法解除土地承包权,其取得的经营权证被依法
注销,但仍有人以其名通过行政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均被一、二
审法院驳回。宇润公司做为该宗土地的实际承包经营权的权
利人公告声明:如果有人愿意合作开发只能与宇润公司联系合
作方式。通过其他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是行不通
的。特此公告。

公告人:海南宇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09：30在本公司拍卖厅净价

拍卖：1. 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新世纪名人花园（半山香榭）2栋1
单元14层1401房，建筑面积115.86m2，套内建筑面积88.08m2；参考
价：2.6万元/m2；竞买保证金50万元。2. 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南田农
场龙棠大观9号楼2层203房，建筑面积99.87m2，套内建筑面积
81.56m2；参考价2.4万元/m2；竞买保证金50万元。3.位于陵水县黎
安零公里以北海岸线合景•汀澜海岸1号缦澜轩11层1#-1单元-

1101房，建筑面积90.11m2，套内建筑面积72.78m2；参考价1.5万元/
m2；竞买保证金5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
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0月28
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
理。提示竞买人：请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关于房地产限购政
策。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
蓝天支行；账号：2201023809200968779。电话：0898-68522193
13138998118。网址：www.ronghepm.com。地址：海口市蓝天路
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191016 期)
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

现财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①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
后的 160.51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
W0401789号】，参考价：33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②位于
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的160.5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
国用（2001）字第W0401790号】，参考价：33万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③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的160.51平方米国有土地
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W0401791号】，参考价：33万元，竞
买保证金：10万元；④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老街的160.16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W0401792号】，参
考价：35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⑤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冠南
圩老街的160.1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2001）字第
W0401794号】，参考价：35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⑥位于
文昌市会文镇冠南圩的160.5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文国用
（2001）字第W0401795号】，参考价：33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时间：2019年11月6日下午
15：00。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土地交易厅。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9年11月5日17:00止。

报名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
居15A。

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1月5日12:00前到账为准。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

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 0188 0001 55194。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龙法拍委字第1号竞买保证金

（ 号标的）”（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

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68598868 13519892888

18889413333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龙珠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开心哈利美式餐厅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02002003669，声明作废。
▲白沙牙叉骏兴洗洁中心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30600040170，声明作废。
▲李新辉、赵芬芬遗失三亚凤凰水
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
团C1#1509产证费用收据一张，
编号:028534，金额:19266元，声
明作废。
▲李新辉、赵芬芬遗失三亚凤凰水
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
团18#503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
号:2351570，金额:78876元，声明
作废。
▲孙向彤、张丹遗失三亚凤凰水韵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
10#102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028912，金额:86532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
防控中心彭修涛司法鉴定人于
2018年12月17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2017年9月29日颁发的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460116046001，有效期2017年 9
月至2021年12月，特此声明作废。
▲张修文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990015044922，特此声明。
▲海南提议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贵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公告

海南金玉辕生艺术品投资有限公
司：本委已受理张桂江与被申请人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147号）定于2019年12
月20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
路 6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75828）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0月15日

无名尸认领公告
2019年8月30日10时许，在琼海
市潭门镇潭门港东南侧距排港村
海边约730米的海里发现一具男
性尸体，死亡时间为24小时左右，
尸长1.68米，头发花白、发长10厘
米，年龄50岁左右，上身着褐色短
袖衬衫、白色短袖背心，下身着西
裤、红色内裤。如有认识符合上述体
貌特征的失踪男性，请速与琼海市
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或海南省公安
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琼海支队
潭门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
0898-62896359、0898-62768251）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
组） 琼海支队潭门派出所

2019年9月24日

▲倪兴玉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41014的海洋小型渔业船舶所有
权证书，登记号码:琼万宁(2003)
第YQ00008号，声明作废。
▲万宁市水务局不慎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万宁市支行营业部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0898206，
声明作废。
▲文淑婷（身份证469026198911
29004x）不慎遗失昌江通盛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2214428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三角街文昌鸡饭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05600163967，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日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
J6410024001801，声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五好橡胶收购站(吴
坤好)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28600030218，现声明作废。
▲张建凤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2.3期B16-2009号房的
房 款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No160042034金额：150000元特
此声明作废。
▲陈建华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29197612132013，流水号：
4600031765，声明作废。
▲唐统筹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0319880316721X，声明作废。
▲本人马星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
业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的房款收据1
张 ，收 据 编 号:0012955 金 额 ：
20000元，开具时间：2017年8月
14日，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海南临高龙体实业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自2019年10月16日起公
司解散，停止经营活动，清理债权
债务。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携债
权证明材料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地址：
海南省临高县礼贯南路6号。联
系人：张楠楠 联系电话：0898-
31176788

海南临高龙体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声明
兹有我公司依法承建的“海南省海
口市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工
程2013琼山区甲子镇项目(II)期”
工程现已完工，请本工程所有债权
人与本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该
工程项目部申报债权，逾期未申
报，视为放弃债权，一切经济和法
律责任均与我公司和项目部无关。
联系人：杨正华、黄华昌 电话：
18903958226、15008087772特此
声明！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注销公告
海南大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 91460000735829055M）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华威机电制冷工程有限公
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6420002987501，声明作废。
▲白沙牙叉艺灯装饰店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30600036794，声明作废。
▲周乃珍遗失座落于雷鸣镇雷鸣
村委会岗坡二经济社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定安雷鸣镇集用
（2011）第04086号，声明作废。
▲周克忠遗失座落于雷鸣镇雷鸣
村委会岗坡二经济社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定安雷鸣镇集用
（2011）第04087号，声明作废。
▲李幸文遗失江西师范大学毕业
证，证号：104141200905002250，
声明作废。
▲定安雷鸣宝宝药店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李布坤遗失失业证，证号：
4699000017001440，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蒸乐道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份，许可证编
号：JY24601060071169,声明作废。
▲海南新华达映山红酒店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已破损，特此声明。
▲郑文儒遗失海南省海洋小型渔
业船舶证书，证书编号：琼文昌
B4600501592,现声明作废。
▲郑文儒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登记号：琼文
昌BYQ081592,现声明作废。
▲东方幻影格雷电竞网吧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1一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69007
MA5RGPY10U，声明作废。
▲谢碧原不慎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编码 2018461104602001993110
94460，特此声明。

招租公告
海口市滨海大道与长秀路交叉口
一栋商业楼招租，四层毛坯商业
楼，地上总建筑面积4854.71㎡（计
容面积4273.47m2），地下总建筑
面积3200.1m2；招租要求：租期5
至10年，第一年租金不低于90元/
m2/月（标准视具体楼层而定），之
后按每三年5%递增；租赁单位需
自行负责招租范围内的装修；租赁
单位装修过程中需遵守相关建设
程序，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及周边居
民关系，解决相关投诉，承担相关
风险责任；租赁单位需符合中小型
总部经济联合办公相关要求。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0月28日；
联系：黄先生0898-68616794
海口海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冯浩育名下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
区快速干道21公里处南侧四季康
城二期B区（工大嘉园）6号楼2单
元 502 房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琼
（2019）澄 迈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477号，因不慎遗失，根据权
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
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如
有异议者，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及相关证明材料向
我中心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的，
我中心将补发新《不动产权证
书》。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0月15日

▲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
用收据，号码：No7931308，金额
23000元，声明作废。
▲符永睿2019年10月2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6003520010505151X，特此声明。
▲海南及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样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仿礼璟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澄迈兴旺种养专业合作社原公
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澄迈澄北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原公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林志成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各 一 本 ， 注 册 号:
469025600089175，现声明作废。
▲海南南冰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文昌龙楼甲骏电讯店不慎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
收 据 一 张 ，收 据 代 码 ：
201603210000，编号：08260086，
金额3000元，特此声明。
▲临高县临城镇长鑫建材店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纳税识别号:
35222719871211513X01，声明作
废。
▲琼海市嘉积镇先锋社区居民委
员会遗失法人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601006989126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陵水三才信合瓜果蔬菜农民专业
合作社拟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社办
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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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商住)别墅出租
450平米、带庭院13976675406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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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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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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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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