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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B07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合
同约定计算截止基准日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
回收金额的承诺。上述债权有商业和土地使用权等提供抵押；有
公司法人提供连带担保。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
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公开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有效期自2019年11月6日至2019年12月3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
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11月6日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晶展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国阳美锦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83,900,000.00
83,900,000.00
18,377,836.96

285,000,000.00
374,000,000.00
845,177,836.96

利息
7,074,403.34
7,074,319.34
1,044,904.89
6,325,703.64
9,085,322.73

30,604,653.94

债权本息合计
90,974,403.34
90,974,319.34
19,422,741.85

291,325,703.64
383,085,322.73
875,782,490.90

基准日
2019/4/20
2019/4/20
2019/4/20
2019/4/20
2019/4/2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务催收暨债权处置公告
2019年7月1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以下简称“工行海南省分行”）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收购工行海南
省分行不良资产包（海南分行2019年HN001号），工行海南省分行
出让资产包共有6户债权。现我司拟对持有的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海南晶展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国阳美锦园艺工程有
限公司、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5户企业债权进行组包或单户处置。拟处置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
875,782,490.90元，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845,177,836.96元，
利息人民币30,604,653.94元，债权计算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
及可能产生的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和违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
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姓名
于久波
曾水仙
朱业标
付小军
黎丹丹
冯家英
吉丽霞
黄秀秀
陈慧英
邹春龙
郑佳佳
蔡海槟
周 霞
吴益煌
黄美樱
郑丽蕊
李 剑
符延丽
骆宏敏
黄庆高
王 河
黄锦莹
朱德里
杨平仁
王焦文
李永春
邢桂娜
邢秋霞
黄仕娥
张巧瑜
朱子皇
黄春莲
吴建华
陈淑霞
林千里
吉小翠
周琼翠
陈淑霞
施 明
王和锋
邓伟辉
陈春光
周忠辉
杨娇燕
黎吴霆
毛圣祥
薛电南
饶德培
吉小翠
符秋菊
陆雪芳
黄志杰
韩 强
巫庆祥
刘扬海
刘元宁

身份证号码
130322********0213
460027********3008
460035********0210
512222********5934
460035********0024
460006********163X
460035********1143
460035********1929
460035********0224
362526********1717
460035********0065
460026********0048
460034********5522
460035********1155
460035********1920
460035********0426
452528********401X
460034********3627
440825********3297
460035********0253
460026********4815
460035********2729
460006********8136
460035********1118
460028********0039
460004********0614
460033********6285
460035********0227
460200********3402
460035********2127
460006********2358
460035********0928
220281********5835
460006********4446
469029********2122
460200********5127
445281********4388
460006********4446
460035********0714
460026********0035
460035********1511
460035********0913
460100********1557
460035********2524
460002********0016
429004********1372
460035********0219
460003********081X
460200********5127
460035********1120
460035********0727
460035********1111
460035********1515
460035********1515
460027********293X
460027********2911

拖欠本息
11,701.93
4,057.83
7,946.68
8,378.06

16,420.69
13,738.44
4,438.32
7,201.21

17,643.33
1,335.72

11,147.88
21,298.19
9,956.88

22,439.47
6,322.92

12,094.52
7,995.37
5,629.17
3,946.66
7,566.48
2,941.98
5,998.16
7,027.27
4,197.48

26,751.93
5,138.93
9,896.04

126.19
13,051.11
13,058.93
13,402.71

454.45
2,478.78
3,228.49
4,491.75

28,737.84
4,075.28
7,674.21
4,344.43
5,230.98

12,836.14
9,749.49

27,456.61
4,923.97
5,842.29

14,770.70
20,185.07
4,125.87
9,439.32

18,216.96
6,468.32
1,571.66

84,538.96
2,525.16

22,696.02
34,266.66

姓名
林明江
卢小宝
李进海
陈怀清
蔡兴旺
蓝海龙
杨旭珠
林芝兰
黄其波
张 霖
黄列凤
林小庆
文 玲
黄爱兰
黄应儒
林晓强
李松瑞
黄 震
赵永兴
黄中汉
董安厅
马进华
黎锦荣
简秀强
范德华
黄元冲
李玉兰
董永能
黄盘开
黄秋兰
张宗亮
唐小琳
谢志辉
严林富
张建强
黄奕杰
曾德湘
张昌耀
徐玉萍
王海清
潘雄昌
黄雪荣
柯耀富
冯锦玉
王志能
王谊蝶
欧大炳
黄海荣
陈松玲
蔡于连
王子翔
纪新禄
郭才强
罗红州
黄云智
王鹏凌

身份证号码
460027********4415
460033********7779
532932********0515
460027********2937
460026********1570
460035********1515
440923********3415
352227********4072
460035********2537
460035********0937
422130********5433
460035********1921
460035********0026
460035********0448
460035********0219
460035********0918
440923********3716
460035********0015
460035********0212
460035********3215
452131********3036
460035********0714
460035********0918
362203********3519
460001********001X
440923********4336
452826********7724
460035********0035
440923********1713
460035********2126
460022********6211
513701********5425
460035********113X
460035********1519
460035********0917
460035********1317
460027********2955
460026********3916
350427********6521
460035********0037
440881********6119
460035********042X
440821********1139
460034********2165
460025********0932
460035********0017
460035********1511
460035********2512
460035********1924
460035********0030
460035********021X
460035********0218
460035********0716
469029********2515
460006********3411
460035********0626

拖欠本息
3,468.28

27,701.40
5,841.25

12,727.38
2,143.40

15,329.41
12,854.84
21,473.47
5,761.39
8,982.69

33,378.63
11,226.35
20,640.88
9,033.18
7,456.13

11,274.42
13,717.68
3,553.41

23,890.21
15,136.71
21,648.50
5,277.24
7,123.23

13,590.64
6,301.23
5,410.10

14,049.54
2,521.40

27,942.00
4,254.32
3,804.71

18,709.49
6,078.63

12,767.50
28,079.17
16,100.04
6,917.91

14,303.99
4,101.08
5,221.65
3,553.38
7,157.72

12,051.32
2,108.48

19,173.69
4,948.30
5,440.47
1,571.04
3,692.30
2,305.69
3,628.98

13,955.79
7,701.76
4,464.16
6,315.61

12,636.24

姓名
俞玉坤
陈 冲
黄元冲
黄海君
罗 娟
吕 强
周连生
张优镭
谭 瑜
施 明
方培文
陈 泉
黄忠辉
吉丽云
陈华才
王川彬
黄美樱
李 燕
王少丽
温海燕
黄秀霞
刘国招
王家林
王妙源
黄少妹
林丽丽
林统

许治华
林诗欣
符玉香
王桂林
黄坚强
蔡兴旺
王龙
黄湾

熊国进
卢传钰
王琼

曹意明
韩智河
李军

唐春苗
陈伟阳
符春英
招景明
陈小燕
黄丹雅
马云刚
梁安妮
罗艳薇
唐力

卢腾云
黄天暖
苏红

黄天暖
王安辉

身份证号码
460035********0927
460035********021X
440923********4336
460035********0027
460035********1327
452501********0211
460035********0918
460035********001X
460001********0322
460035********0714
460006********1611
460035********1115
460035********1110
460035********2162
340321********9433
460027********6631
460035********1920
460034********3663
460035********0028
460035********0021
460035********0069
440823********2010
460035********001X
460035********0026
460035********0227
460035********0227
460035********0419
460035********1511
460035********1320
460035********3028
460035********1510
460035********232X
460026********1570
460006********6214
460035********1120
460034********0054
460035********1311
522530********002X
330106********1532
460102********1239
460035********0916
460035********0726
350521********1577
460031********0423
460200********0979
460034********5523
460035********1944
513127********2614
460035********0228
460035********0929
431223********6812
350628********5051
460035********2315
460031********525X
460035********2315
342422********2598

拖欠本息
8,401.86

19,018.71
9,947.00
2,462.00

34,936.29
136,089.75

1,919.04
20,490.38
17,757.75
1,869.31
4,944.52

14,793.93
9,453.13
9,745.35

17,248.20
38,274.38
44,410.88

85.39
46,471.53
5,184.60
3,951.83

38,949.06
5,618.28

11,670.97
11,951.45
21,465.82
5,160.01

13,646.97
5,400.30
9,199.16
2,541.18

14,726.44
5,803.33

11,307.52
19,225.04
4,163.63
8,850.58

11,195.82
63,266.53
12,810.68
39,287.36
62,083.82
41,735.15
4,151.10

20,719.32
13,361.25
12,524.08
25,076.93
19,256.33
25,692.14
1,368.26
5,615.30
2,633.50
8,669.73

47,590.98
499,141.7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亭县支行信用卡及贷款催收公告

到2019年11月4日止，以下借款人（含信用卡和贷款）经我行多次催收仍未依法偿还不良贷款及透支本息，本公告发布后，请于
2019年11月20日前偿还全部不良本息，否则我行将向法院提起诉讼或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2019年11月6日
单位：元

序
号

1

2

资产名称

广州椰城大厦
8、9、10层房产

定安南丽湖别墅

资产
种类

房产
权益

房产
权益

抵债金额

812.00

504.30

所在地

广州市

定安县

资产基本情况

房产位于广州市光复北路558号，
抵债房产建筑面积896.79m2，无房
产证、无土地证。
房产在定安县南丽湖丽湖水庄内西
侧，别墅两幢，建筑面积1497.17m2。

联系人

王先生
陈女士

联系电话

089868606865
089868664235

邮箱

wangmingxiong@cinda.com.cn
chenhuiqian@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进行处置，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资金

实力或良好信誉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资产清单

本公告有效期为1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1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海口市
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66481。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linjin@cinda.com.cn。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以上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
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

第一次公开拍卖：五指山市民族博物馆旁3329.40平方米城镇住宅用
地国有出让土地（证号：五国用（2009）第92号）。参考价：6116400
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 11 月22 日 15 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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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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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7:00止。
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 11 月20 日17:00前到账为准。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五指

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0879890001073。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琼9001执97号竞买保证金（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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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86637826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46号

海 南 恒 康 鑫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RD888XW)，法定代表人：王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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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
一稽检通一〔2019〕100030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
〔2019〕100006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王尤精、韩文敏、蔡燕雄等人，自
2019年10月16日起对你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
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
我局提供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纳税资料。
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
定处理。

联系人：王先生、韩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70392；联系地
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712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1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147号

海 南 科 必 烨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T6BKN02，法定代表人：吴飞）：

我局对你公司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涉税情
况进行了检查，由于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相关涉税
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1000063
号）公告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1000063号）主要内容：
我局派检查人员对你公司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
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
偷税的违法事实，苏州特鑫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3200182130、发票号码90684836-90684845）已被
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发票，限你公司收到通知3日内对
涉案发票作进项税额转出，成本不予税前申报扣除，并到主管税务机
关更正纳税申报并缴交税款。收到通知7日内，来我局对涉嫌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偷税的违法事实情况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
证据。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
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做出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办公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联系人：武女士、蒲女
士；联系电话：0898-66720953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1月6日

遗失声明
白沙县邦溪镇邦新村委会卫生室
遗失门珍收费专用票据，编号：
02528601一02528625（共25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儋州弘茂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6000374255
044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74255044-X，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陵水椰林陵城石生三鸟摊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0343002578，声明作废。
▲王玲不慎遗失海南临高碧桂园
方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一张，
发票代码：246001490619，发票号
码：00099830，金额：967694 元，
特此声明。
▲海南东德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快九通为民中西药店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44082219710107482201，声
明作废。
▲海口美文学校食堂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为:JY34601080008845，声明作
废。
▲程实不慎遗失东方碧海云天
D1 栋 1001号房的3张东方广华
实业有限公司的收款证明收据原
件（编号：No. 0001054，金额为
8448 元 ；No.0004114, 金 额 为
10000 元；No.0004291，金额为
377328元），现声明作废。
▲张馥蕾不慎遗失导游证，证号：
JDL1489C ，声明作废。
▲海南省工人疗养院遗失财政部
监 制 票 据 2 张 ，票 据 号
00404306，金额：27700；票据号
0000001692，金额：40180，现声
明作废。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黎明珠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4）
第026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八所镇二环路东侧，土地
面积为26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黄庆新，南至秦夏敬，西至
何书文，北至五米路。凡对该宗地
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
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
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
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
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4日

减资公告
海南卓辰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0000441004经公司董事会
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资金
12000万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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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及举办人变更公告
我幼儿园原法定代表人及举办人
唐小娟现变更为黄帆影。2019年
11月1日前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
务问题与现股东、现法人、现举办
人无任何关系，所有债权债务由原
股东、法人、举办人承担。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奥林幼儿园

公告
海南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
告声明！由于本公司股东、法人，已
经发生变更，自2018年12月5日
至2019年11月6日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及与本公司签定的合同、工程
相关单位请在2019年11月30 日
前到本公司联系并登记造册！逾
期，本公司将否定相关法律的效力！
联 系 电 话:13876188888，
18976489643 海南亿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6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15 年 02 月 20 日
在白沙县牙叉镇九
架村路口被捡拾，当

时女婴出生约2天。女婴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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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
政局 2019年11月5日

减资公告
儋州好房网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
拟把公司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
少为50万元。债仅债务人公告45
天内到公司确认债权债务关系。

股权变更公告
本幼儿园拟进行股权变更，凡涉及
本幼儿园债权债务（包括担保、抵
押）的单位或个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1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前
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美德村
483号本幼儿园申报债权债务登
记，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肖喆，
电话：13876409264。

海口市秀英区奥林幼儿园
2019年11月5日

公告
我公司开发的位于儋州市美扶开
发区中兴大道儋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北侧的“御景龙庭商住小区一
期”项目地下室建筑面积9630.34
平方米,配套会所建筑面积648.16
平方米。本项目地下室全部建筑
面积和配套会所全部建筑面积均
属于本项目不可销售的公共配套
设施,除地下室人防工程外产权属
于全体业主共有,我公司承诺放弃
产权登记权利。特此公告

儋州大兴华阳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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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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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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海南鑫筑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
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未备案，现声
明作废。
▲周小红9月30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证号：460027199703211725，
现特此声明。
▲翁开维遗失医师执业证书原件，
执 业 证 书 编 码 ：
141460106000120，现声明作废。
▲王春雄遗失琼海市建设工程规
划临时许可证编号[2001]370，现
声明作废。
▲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塔岭开发
区富民大道龙福花园E栋309房
的房产证一本，证号：房权证定城
镇字第0008586号，声明作废。
▲屯昌县中建农场医院遗失开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屯昌支行中建营
业所，账号:531001040000545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副证，核准号:
J6410021024802，现声明作废。
▲三亚崖城吉斯路服装店不慎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440923198810033739，声明作废。
▲肖尧不慎遗失海南儋州恒大金
碧天下136栋 502号房房款收据
两 张 ，编 号 ：HN1406182，
HN1408282，现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萍姐绿湾甜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8MA5T2MN180，特
此声明。

▲东方市阳光学校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证号：JY34690071321507，
声明作废。
▲王洚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业
有限公司 碧海明珠联排别墅21
栋7栋301房购房合同一份 合同
编号：FA.XHA.0000243；购房款
票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XHA：
0001979；金额：710000元；代收
款收据1张；编号NO：0007619；
金额：7319元；声明作废。
▲ 毛 森 遗 失 驾 驶 证 ，证 号 ：
412822198110155510，特此声明。
▲儋州银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儋州银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法人郑焕平私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叶岳伟遗失中南西海岸 B8-
1702 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160042449，金额 580000 元，
声明作废。
▲潘杰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
限公司D区二期A组团G6–2-
102 购 房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0028200，金额:4120917元，声明
作废。
▲潘杰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
限公司D区二期A组团G6–2-
102购房收据一张，编号:028237，
金额:100000元，声明作废。
▲唐秋转2019年10月29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100196805291844，特此声明。

▲陈曼倩2019年11月3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102199007230947，特此声明。
▲冯永乐遗失海口市美兰区下洋
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集中购买住房、商业用房协议，
登记顺序号：0699-4，征收现场编
号：BC193-4，特此声明。
▲汲耘农遗失中华坊海棠园19号
楼701房《商品房认购协议》，特此
声明。
▲海口百居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郦惠良、顾凡平遗失坐落于海南
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510号
南国怡景H2栋B单元302号的房
产证，证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949号，声明作废。
▲刘子琰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椰风家园2栋305房收据叁张
号 码 为 ：0002890、0011928、
0004329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浪漫满屋庭园餐厅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9034MA5T84JB86，
声明作废。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开出的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
用收据一张（第二联），票号为
7574162，金额4,000.00元，声明
作废。
▲ 沈 丽 娇 遗 失 毕 业 证 ，证 号
211731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