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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高日球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
路机车车辆驾驶证一本，证号：
460032196512052271，特此声明
作废。
▲贾世华不慎遗失坐落于万宁市
兴隆温泉大道南侧--兴隆豪城假
日温泉公寓1号楼110房房产证，
证号:万宁市房权证兴隆字第，
1301309号，声明作废。
▲杨谦不慎遣失房屋坐落于乐东
县抱由镇乐祥西路公园一品第3
幢商住综合楼201房的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19)乐东县不动产
权第0000403号，特此声明作废。
▲符秀娟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0990003636，
特此声明。

公 告典 当

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将海口江东新区桂

林洋 92 号地使用权 13503.18m2

土地及建筑有12栋别墅进行拍卖，

联系人:孙先生，电话:13976995533

海南信合亿圣拍卖有限公司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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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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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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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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章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南海村民委员会严二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
037143号,特此声明。
▲海口米特网络会所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1本），社会统一代码
91460100MA5RD0J7XT，声明作废。
▲麦卓霞不慎遗失护士资格证，证
号201346002400，现特此声明。
▲陈华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馆
房 款 收 据 壹 张 ，收 据 编 号 ：
0012524，金额：10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张伟雄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证号:462000000559，
声明作废。

房产联合拍卖公告
受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2019年11

月26日09：30在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再次拍卖：位于海
口市滨海大道31号林业大厦（环立大厦）第五层370.28m2房产；
参考价246.1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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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按现
状净价拍卖，标的过户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9年11月25日17：00前到以下任一家拍卖公司了解
详情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主拍单位：海南融和
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22193 13138998118；地址：
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协拍单位：海南天
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18508955059；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
海南大厦主楼41层；协拍单位：海南华中源拍卖有限公司；电话：
13368908089；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D座1301房；委托
方监督电话：0898-68526228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1、须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
资格，注册资金不得少于1亿元。2、须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
资格，公司运营存续期限不得少于3年。3、
参与海南省采矿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的
竞买人，受到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禁止
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或者因未履行
采矿权出让合同被取消买受人资格的，以及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不得申请竞
买。4、须提交《挂牌出让竞买承诺书》（样本
见《挂牌出让手册》）。5、须按要求缴纳竞买
保证金。6、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律法规。

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1、有意竞买
者可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一楼土地矿
产交易窗口查询和获取《万宁市东和农场九
曲岭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

买。2、竞买申请时间：2019年11月11日上
午8:30至2019年12月10日下午16:30（北
京时间，下同）。

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经审查，竞买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
资格条件及要求的，在2019年12月11日下
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时间及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
2019年12月12日上午8:30;2、挂牌截止时
间：2019年12月26日上午10:00;3、受理挂
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
30至17:30（工作日）；4、挂牌地点：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1、采矿权投
资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变化、政策法规
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
一定的风险，在竞得后须自行承担风险所带
来的损失。2、竞得人取得采矿权后须上马
机制砂生产设备，生产的机制砂须占开采资
源储量的50%（即9.75万立方米/年）。3、挂
牌出让成交后，涉及到林业、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水土保持等有关事项，由竞得人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矿区道路、供电设
施由竞得人自行协调解决。竞得人须自行办
理有关矿区土地租赁使用手续，土地租赁与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无关。4、万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19年11月19日组织
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日
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万宁市万城
镇望海大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五楼
地质质矿产资源和地理信息组，联系人：符先
生、陈先生，联系电话：62223295）。5、本次
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6、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
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 。联系人：陈女士 李先生。查询网
址：http://www.ggzy.hi.gov.cn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9年11月11日

采矿权名称
万宁市东和农场九曲岭
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备注：1、矿区范围坐标（大地2000坐标）J1:2067644.552，423726.257……J10:2067480.552，423750.257。具体坐标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第二章挂牌出让须知。2、出让年限自登记发
证之日起计算，期满不延续。3、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冲抵采矿权出让收益，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按原缴款账户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矿区地址
万宁市东和
农场九曲岭

资源储量（万m2）

144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0507

开采规模（万m2/年）

19.5

出让年限（年）

7

挂牌起始价(万元)

1119

竞买保证金(万元)

1100

开采标高（m）
自+100米
至+24.5米

万宁市东和农场九曲岭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万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万宁市东和农场九曲岭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
托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屯国自然资让告字[2019]02号

土地位置
屯城镇海榆中线
80公里处东侧

地块编号

2019-G-3号

土地面积（m2）
34355.3平方
(合51.53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绿地率≤20%，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7%

起始价（万元）

131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31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
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
人为自然人的须年满18周岁，境外申请人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
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9年11月15日至2019年12月10日到屯昌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
地产权交易）查询和购买《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15日至2019年12月10日到屯昌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12月10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12月10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9年12月2
日09时00分至2019年12月12日15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该宗地应

按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执行。（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开发周期
不得超过三年，应自约定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
起三年内竣工；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实际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
设。（四）根据《屯昌县招商项目准入评价指标体系表》，该宗地控制指标
约定投资强度≥200万元/亩，年度产值≥60万元/亩，年度税收≥10万
元/亩。出让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由屯昌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土地竞得人签订协议。（五）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
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屯昌县自然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规定的时间缴清土地出让金。逾期未缴清土
地出让金，竞买保证金即转为违约金，签订的合同视为无效。（六）本次
出让地块为新增建设用地，目前地上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
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地外通水、通电、
通路及完成土地平整，已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件。

八、联系方式与公告媒体
联系地址：屯城镇环东二路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
联系人：吴清良、金女士
联系电话：13807565343、18976947136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1日

这次议会选举是6个月来第二
次、4年内第四次。

多家媒体报道，今年2次议会选
举以及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西
班牙选民感到“疲倦”。

马德里退休居民圣地亚哥·罗
梅罗告诉媒体记者：“我们不应该像
现在这样，又一次选举。它们（政
党）应该在彼此间达成一致。这（再
次选举）是浪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

民的钱。”
不少选民告诉媒体记者，他

们在选举前仍没有决定给哪一方
投票。

多家媒体报道，西班牙加泰罗

尼亚自治区上月发生的骚乱可能
助推人民党和呼声党选情，这两个
政党强烈反对这一地区的分离主
义活动。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西班牙举行年内二次大选
可能依然没有“明显赢家”，极右翼势力壮大

西班牙10日举行议会选举，这是6个月来第二次。西民众将通过现场投票或邮寄选票的方式决定众议院350个席位及参议院
208席的归属，以期打破该国长达半年的政治困局。在众议院获得绝对多数的党派或政党联盟将负责推选新一届政府首相。

上次选举以后，议会各党派领导人无人获得足够支持以组建新政府。多家媒体报道，这次选举可能依然没有“明显赢家”。

投票 10 日 9 时开始，20 时结
束。为确保选举安全，全国超过9.2
万名警察出动。

看守政府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
日在一个竞选集会告诉支持者：“只有

两种选择，要么给工社党投票，这样我
们将有一个政府；要么给其他党派投
票，阻碍西班牙拥有一个进步政府。”

桑切斯隶属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
党。今年4月议会选举中，这一执政党

得票率最高，赢得众议院350个席位中
的123席，但没有超过半数席位，继而寻
求与极左翼政党“我们能”和其他小党
组建联合政府，却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国王费利佩六世与各党派领袖

沟通以后，桑切斯9月宣布11月10
日重新举行议会选举。

多家媒体报道，预期新一次选举
的初步计票结果10日傍晚发布，当
天午夜计票基本完成。

路透社报道，西班牙议会“分裂”，
新选举可能使众议院议席更为分散，
没有明显赢家，极右翼势力壮大。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工社党
所获支持率依然领先，但可能依然无
法获得众议院过半席位，甚至略低于

4月选举所获议席数。
中右翼的人民党过去几十年一直

与工社党轮流执政，在新选举中所获议
席数可能上升，依然是议会第二大党。

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崛起的极右
翼政党呼声党所获支持率翻番，可能

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这一政党5年
前创建，排外色彩浓厚，今年4月首
次进入议会。

路透社报道，由工社党领导的少
数派政府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问
题是，工社党将与谁联合组建政府？

议会“碎片化”严重的情况下，这个政
府能支撑多久？

民调显示，各党在这次选举中的
差距不会太大，有多种“搭配组合”可
能性，甚至可能又一次组阁失败、重
新选举。

新华社基辅11月9日电（记者
李东旭）乌克兰联合力量行动司令部
9日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9日中午乌
克兰军方和东部民间武装从顿涅茨克
州靠近博格达诺夫卡和彼得罗夫斯科
耶的军事接触区开始撤军。

乌克兰联合力量行动司令部称，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乌克兰观察
团监督下，9日中午12时左右乌克兰
军方和东部民间武装互发信号弹通知
对方开始撤军。乌政府军方面将撤离
42名士兵和3辆装甲车至距离军事
接触线一公里的新军事据点。双方还
将对撤军区域的防御工事和军事设施
进行拆除和排雷。整个撤军行动大概
将持续三天。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
兰、欧安组织、俄罗斯）10月1日在白
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就乌克兰东部地区
选举、该地区特殊地位以及从冲突地
点撤军达成一致意见。乌克兰外长普

里斯泰科此前表示，在乌东部地区实
现停火条件下，乌克兰、俄罗斯、法国
和德国领导人有望于11月中旬在巴
黎召开“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

“诺曼底模式”创立于2014年6
月，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
际，邀请俄罗斯、德国、乌克兰领导人
在诺曼底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首次磋
商。上一次“诺曼底模式”峰会2016
年在德国柏林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
10月9日与乌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一致认为召开“诺曼底模式”四国
峰会的条件已经具备。

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
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
爆发乌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大规模
冲突。经国际社会斡旋，冲突双方分
别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在明
斯克达成停火协议，确定了停火线。
此后，大规模武装冲突得到控制，但小
规模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

再次“选”
为确保选举安全
出动9.2万名警察

各党“争”
极右翼政党

所获支持率翻番

民众“倦”
上月加泰罗尼亚骚乱
或助推右翼政党选情

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开始撤军
“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有望再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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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总统约
翰尼斯在一处投票站投票。

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于当地时间
10日7时开始，全国1821.7万多名注册选民将投
票选举新一届总统。今年共有14名候选人参选总
统。民调显示，竞选连任的现总统约翰尼斯的民
意支持率大大领先于其他候选人。 新华社/法新

罗马尼亚总统选举投票开始

芬兰拉赫蒂成为世界首个
试行“个人碳交易市场”城市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11月9日电（记者朱昊
晨 李骥志）随着一款手机应用程序的推广，芬兰
南部城市拉赫蒂近日成为世界首个试行“个人碳
交易市场”的城市，以探寻节能减排环保的新思路
和新方法。

这款拥有绿色界面的手机应用程序安装方
便，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由当地政府倡议推广，
是当地“可持续城市交通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在
试行阶段。拉赫蒂居民可自愿参与测评。成为用
户后，相关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为其制定个人出
行碳排放预算，配合这款手机应用程序的使用。

当地政府“碳交易项目”负责人安娜·胡图宁
说：“坚持低碳可持续出行方式的用户达到积分
后，将得到一定的奖励，可能是游泳卡、健身卡或
免费咖啡等。我们研发推广这款手机应用程序，
是为了号召人们以实际行动减少碳排放量，将拉
赫蒂建设成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36名反政府武装分子
向阿富汗政府投降

新华社喀布尔11月10日电（记者邹德路）
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政府10日发表声明说，36
名反政府武装分子9日向阿政府缴械投降。

声明说，这36人中，4人来自阿富汗塔利班
组织，32人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他们在该
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市向国家安全局投降，并上缴
了所有武器弹药。

声明说，这些武装分子此前活跃在该省哈斯
卡米纳、谢尔扎德、阿钦和胡吉亚尼等地区。

阿富汗安全部门官员说，自2010年以来，已
有超过1万名武装分子放下武器加入和平进程。

“伊斯兰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在阿东部地区较
为活跃，其中包括毗邻巴基斯坦的楠格哈尔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