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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黑龙江农垦建工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儋州解放北4G数码城主厅遗失电
信资金往来专用收据存根，票号:
2004301-2004316 声明作废
▲何锦珍不慎遗失执业药师注册
证，注册证书号461218010644 ，
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华富餐饮店营业执照
副 本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代 码 ：
92460000MA5TBCDE2K 声 明
作废。
▲海南琼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91130，发 票 号 码 ：
01473294，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海德上上酒吧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斑马电气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行政公章，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典 当
认婴公告
女,姓名不详,年龄约6个
月，于2012年06月20日
在海口市滨江路靠近新大
洲大道100多米处绿化处

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
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
置。联系电话: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19年10月25日

认婴公告
男,姓名不详,年龄约2
岁半，于 2019 年 09 月
30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凤
翔湿地公园门口被捡

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
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
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19年10月24日

▲林书雄遗失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 初 级/D） ， 证 号 ：
4601000400211，声明作废。
▲ 熊 键 遗 失 导 游 证 ，证 号 ：
HQ46099D，声明作废。
▲洋浦安捷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2007年10月份在中国建设银
行海口世贸支行开户时预留的公
章壹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智汇成市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省行政事业单位遗失往来
结算凭证，凭证编号：7183588，现
声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利梅副食店，营业执
照（正本）不慎遗失，注册号：
4690286011023481- 1. 声 明 作
废。
▲黄远衡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38838号，特此声明
▲ 余 德 南 （ 身 份 证
460031196412072017）遗失从业
资格证，证件流水号：4600020202
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中学
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 学 校 专 用 票 ） ，票 号
04453232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口意翔商贸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0100562433457N）拟向
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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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3390501，机构信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
G1046900703339050P，账 号 ：
2201078109200042408，声明作
废。
▲白沙牙叉名典装饰材料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0600051135，声明作废。
▲本人张庆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收据1份，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2号岛266栋1420号
房，收据编号：深圳公司1047776，
收据金额为:10159元，特此声明
作废。
▲何红不慎遗失五指山怡景花园
A4 栋 701 房收据叁张号码为：
0002344、0000684、0001699 声
明作废。
▲何红不慎遗失五指山怡景花园
A1 栋 805 房收据叁张号码为：
0002343、0000683、0001700 声
明作废。
▲周苗（于2019年10月24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33199109044845，特 此 声
明。

声明
五指山市老友俱乐部原法人代表
李峰，现更换为李锟，原法人代表
的债权债务与现法人代表没有任
何关系，特此声明。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朱凯拟继承王东君遗留的海口市
南航路39号昌茂花园12幢 208
房，如有利害关系人有异议，请即
日起七日内向本处提起。联系人：
钟文恒，电话：68563965。

公 告
海口建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陈锦、孙运开、周乃照、
王义丰、陈显策、曾维鹏、陈益群与
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
人仲案字〔2019〕第316--322号）
定于2019年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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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6701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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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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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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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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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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许小令名下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北二环路1号恒大御景湾（一

期）10#住宅楼1104房，不动产权

证号：琼(2018）澄迈县不动产权第

0006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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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撤销委托书声明
本人登报声明解除于2017年4月

19日出具的关于授权委托王萌为

受委托人的委托书（2017）椰海证

字第3644号《公证书》，撤销即终

止该《委托书》赋予王萌处理不动

产权的所有一切授权事项、权限和

权利。以上《公证书》自2019年8

月12日撤销，终止日生效。声明

人：林丽艳

注销公告
海口朗信供电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735822638H),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
理清算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
此公告发布之日45日内向本中心
清算组办理相关事宜。

合同取消通告
因海南省昌化江下游河口段疏浚
工程需要，吴楚雯（甲方）与海南丰
翼船务有限公司（乙方，签约代表：
张铭飞）于2019年9月30日签约
《水路运输合同》委托海南丰翼船
务有限公司安排船舶进行疏浚工
程的运输作业。根据双方合同约
定，因乙方未能根据甲方指令安排
船舶进场作业，该合同取消！特此
通告！海南万顺隆船务有限公司

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经三亚银保监分局备案（亚银保寿
备〔2019〕7号）同意，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陵水县支公司第
一营销服务部的营业场所地址变
更为“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
镇文化路26号商住楼二层”。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县支公司 2019年10月25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破6号之二

本院根据申请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房地产管理局的申请，于
2019年2月27日裁定受理海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9年5月13日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为海南振发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年11月15日前，向海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
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振发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1
月21日上午8:3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海南省农村“厕所革命”监督举报电话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农村“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由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向社会公布我省农村“厕所革命”监督举报电话，欢迎广大群众监督。

海南省农村“厕所革命”监督举报电话一览表
单位名称

海南省改厕办

海口市

三亚市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万宁市

五指山市
东方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监督举报电话

0898-65238205

0898-68724532

0898-88825696

0898-36952001

0898-63332006

0898-36828583

0898-62217126

0898-86622574
0898-25522471

0898-26633018

单位名称

临高县

屯昌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澄迈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监督举报电话

0898-28287758

0898-67812684

0898-27722906

0898-63829083

0898-67616633

0898-85523480

0898-83322332

0898-83666369
0898-86221049

0898-28815420

广告

新华社伦敦10月24日电（记者张
代蕾 桂涛）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4日晚
发表声明说，大使馆已经就23日发生在

埃塞克斯郡的货车惨案与英国警方取
得联系，英国警方表示正在核实遇难者
身份，尚无法确认遇难者是中国国籍。

声明说，大使馆已派负责领事事务
的公参抵达埃塞克斯郡，并与当地警方
取得联系。英国警方23日说，在英格

兰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
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警方
说，这辆货车在保加利亚注册，19日经

由威尔士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
国。货车司机为男性，现年25岁，来自英
国北爱尔兰，目前已因涉嫌谋杀被拘留。

数辆无人驾驶汽车一字排开，它
们大小不同、功能各异，但同样“智
能”：有的可以自动找到自己的车位，
有的可以识别前方车辆的安全驾驶
情况并适时发出警报……这是新加
坡举办的第26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
户外展区展示的未来交通场景。

智能交通世界大会堪称智能交
通领域的“奥运会”。在21日至25
日举行的本次大会上，参展商纷纷
展示最新研发成果，专家学者和官
员们深入探讨未来发展方向，共同
描绘了智能交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
场景。

本次展会上的不少无人驾驶汽
车都已经投入试运行，并获得了乘
客好评。大会期间，新加坡首辆在
夜间运行的无人驾驶电动车开始在
滨海湾花园提供服务。新加坡官方
还在大会期间宣布，未来几年无人
驾驶车辆的测试范围将从滨海湾花
园等地区扩大到整个西部地区，为
智能交通在新加坡的发展提供更大
空间。

除地面外，空中也是智能交通
探索的领域。大会期间，德国一家
公司在滨海湾上空公开试飞了“空
中出租车”，这是一种载人垂直起降
飞行器，引人畅想未来打“飞的”出
行的便利。

未来已来、时不我待，这几乎是
所有与会者的共识。参展商们摩拳
擦掌、抢占智能交通发展先机的同时，
也普遍认识到，安全仍然是智能交通

发展的首要问题，只有安全、便捷、舒
适的交通体验才能最终赢得未来。

会上展示的安全驾驶辅助系
统、能在特定区域自动限速的电动
滑板车、能探测路面深层“病灶”的
机器人检测系统等安全技术和解决
方案，将为人们的安全、智能出行

“保驾护航”。
中国是这次智能交通世界大会

上的一大焦点。2007年北京承办
了第14届大会，2022年的大会将由
苏州承办。本次大会上，中国展台
格外引人关注。开幕式后，新加坡
交通部长许文远就专门来到中国展
台参观。展会期间，有多家外国企

业前来咨询和洽谈合作。
第26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组

织委员会联合主席周健勤告诉记
者，今年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和参
展商达到创纪录的300人，他们带
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表明他们
对智能交通系统抱有极大热忱。

与会的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
理事长王笑京告诉记者，发达国家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着手研究
智能交通系统，中国与之相比还有
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中国近来提出的《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就把智能化作为一个重要内
容，全面部署了智能交通的相关目

标，这将极大地激励中国智能交通
系统的发展。

与会专家介绍说，智能交通不
单指智能交通工具，而是一个系统
工程，包括基础设施、载运工具、移
动互联网、安全管理等，出行成本、
便利性、碳排放等都是重要指标。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新
明说，去年以来一批智能交通相关
企业在苏州落户，苏州能够通过承
办大会吸引更多相关企业落户苏
州，进一步优化苏州的产业结构，实
现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新加坡10月 25日
电 记者王丽丽）

走近智能交通的未来
——记第26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

在智能交通世界大会期间，德国一家公司在新加坡滨海湾上空试飞一架“空中出租车”。 新华社发（邓智炜摄）

美国加州山火
致数万居民撤离

据新华社洛杉矶 10月 24日电
（记者黄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4日
发生近十起山火灾害，导致超过4万
名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被烧毁，目
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当天对居民威胁最严重的一处山
火发生在加州南部洛杉矶县圣克拉丽
塔市边缘。当地时间13时45分报告
起火，20分钟内过火面积就达到0.8
平方公里。截至当天20时，过火面积
估计已达到15.9平方公里，受控度为
零，约4万名居民因此撤离。

当地消防部门说，目前没有发现人
员伤亡，但至少有数十栋建筑被烧毁。

目前，加州和各县市消防部门已
投入上千消防员和数十架飞机以应对
这两起山火，但由于天气干燥、风力强
劲，灭火工作进展有限。

为防止电力设备老化引燃树木，
加州主要供电部门还从23日中午起
分区实施大规模预防停电，数十万居
民生活因此受到影响。

加州各地近年来发生多起大型山
火，造成严重人员和财产损失。去年
11月发生在加州的坎普山火造成至
少86人死亡，1.4万所建筑物被毁。

10月24日，在美国加州圣克拉
丽塔，山火逼近居民区。 新华社发

英国首相寻求提前大选
新华社伦敦10月24日电（记者桂涛 张代

蕾）英国首相约翰逊24日表示，如果议会下院同
意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他将重启已暂停的

“脱欧”协议立法进程。
约翰逊当天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打破

“脱欧”僵局的唯一办法是议会下院议员们投票支
持提前举行大选，他同时呼吁反对党工党支持提
前举行大选。

约翰逊同日在致工党领导人科尔宾的一封信
中说，他会给予议会更多时间通过新的“脱欧”协
议，但是议员们必须支持12月12日举行大选。

此前工党曾明确反对在10月31日“脱欧”最
终期限不延长的情况下举行大选。

22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了约翰逊为推
动“脱欧”协议尽快在议会通过而制定的立法时间
表。约翰逊随即表示，将暂停“脱欧”协议的立法
进程，等待欧盟表态。

根据英国议会下院此前通过的一项修正案，英
国政府必须先完成对“脱欧”协议中相关内容的立法
程序，才能将新“脱欧”协议本身提交议会表决。

马西西当选博茨瓦纳总统
据新华社哈博罗内10月25日电（记者杨孟

曦）博茨瓦纳首席大法官特伦斯·兰诺瓦内25日
在首都哈博罗内宣布，现任总统莫克维齐·马西西
领导的民主党在日前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
胜，马西西将继续担任总统。

截至当地时间25日上午的计票结果显示，民主
党在此次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57个席位中的29
个。根据博茨瓦纳宪法，总统候选人所在政党获得
国民议会半数以上席位此候选人即当选总统。

根据宪法，博茨瓦纳总统任期5年，最多可连任
两届。总统两届任期满后，将职位移交给副总统，直
到次年国民议会选举产生新总统。马西西于2014
年11月就任副总统，2018年4月接任总统职务。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英国警方正在核实货车惨案遇难者身份

俄一军人枪杀8名同事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5日电（记者张骁）俄罗

斯国防部25日发布消息说，俄外贝加尔边疆区一
军事技术维修基地当天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军人
向同事开枪，造成8名军人死亡、两人受伤。

塔斯社援引国防部消息报道说，当地时间25
日18时20分（北京时间25日17时20分）左右，
军事技术维修基地一名军人在换岗时向同事开
枪，导致8名军人当场死亡，另有两名军人受伤。

报道说，这名军人因个人原因精神崩溃而开
枪，目前已被逮捕。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俄
国防部人员已前往枪击现场，对事件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