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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万佳乐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60106600453977，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务 号
4601021982090924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家家畅房地产交易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本，注
册号:4601002008646，公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号分
别为:0407284536、0407285766、
0407285774、 0407285782、
04072858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高县皇桐财政所不慎遗失海南省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费收款收据一
批，（收据号：0727310、0992793、
2346301、 2348151- 2348152、
2347526- 2347550、2348326-
2348350、2349101-2349125）；和
遗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款收
据一批（收据号：0338681756整本
丢失、046566151-15一套丢失、
046566160-07一套丢失），特此声
明。
▲蒋文峰不慎遗失导游证，证号：
KPD7630B，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崔德平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2 栋1810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
据原件（收据编号：ZD:0003192，
金额为10000元；），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万泉供销社遗失琼海农
业银行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帐
号:21369001040005251，核 准
号:J6410027288502 现 声 明 作
废。
▲王芳遗失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G20170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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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房
的房产证一本，证号：房权证定城
镇字第0008602号，声明作废。
▲澄迈瑞雄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27056369472F，声 明 作
废。
▲海南亚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
▲上海家化海南日用化学品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公章一枚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怡心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
章，现声明作废。
▲琼海洁森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阳光一品西餐厅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鼎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文昌铺前滋润糟粕醋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690017，声明作废。
▲苏强红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上名山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09935号，
声明作废。
▲符武光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农科路北6区8巷015号的
土地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字
第2305号，面积240平方米。声
明作废。
▲王远劲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四更镇旦园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10073号，
声明作废。
▲海南福达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壹枚，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缘梦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7MA5T2QCA2F，声 明
作废。
▲临高县临城临珠报刊亭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469028600104347，声明作废。
▲徐海龙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09367，金额
198,872.22 元；专项维修资金收
据，收据编号：雅恒0009366，金额
11,092.20元。声明作废。
▲崔德平/黄琴芳不慎遗失儋州福
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
泰花园B12 栋 1810号房的1张
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
款证明收据原件（收据编号：ZD:
0003752，金额为366306元；），现
声明作废。

某单位选定招标代理机构的

公告
经我单位对报名参选的61家公司
进行资料审阅、诚信审查和实地考
察，确定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亿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正信伟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东风武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
公司、海南天行招投标咨询有限公
司、海南平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易中招投标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等10家公司成功入选我单位招
标代理资源库，特此公告。如有疑
议 ，请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0898-
66279813。

公告
文昌市总商会中小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曾于2017年2月17日向工商
部门办理了清算组备案，备案号 ：
（文工商）登记内备字〔2017 〕第10
号，现根据股东会决议，鉴于公司
业务出现重大转机，经 公司全体股
东同意，决定终止本 公司清算，解
散清算组，拟向文 昌市工商局申请
撤销上述清算组 备案业务，恢复公
司正常经营。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文昌致富菠萝蜜专业合作社拟向
海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
事宜。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803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田莉与被执
行人黄小兰、卞国辉法定继承权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
民初408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2019年10月30日申
请人田莉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标
的为将登记在黄明柱名下的荣威
牌小型普通客车(琼A3231B)过户
登记至申请人田莉名下。如对上
述车辆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二〇
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联系人:刘
倩0898-68651334海口市秀英区
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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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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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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驻三亚办事
处(事证第 146000000400 号）已
经上级主管部门行文撤销，人财物
已转交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三亚
发 展 总 公 司（统 一 证 书 号 ：
914602002013422504），债权债
务由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三亚发
展总公司承接。特此公告
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三亚发展总
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减资公告
海南诚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减少注册资本金，由原壹
亿元减少为贰仟万元。原债权债
务人不变,请相关债权人在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要求
清偿或相应的担保，逾期本公司将
依法减资。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
济堂联系电话18289877729

滨河华庭地下车位销售公告
尊敬的滨河华庭地下车位承租业
主及其他业主：
经相关部门批准，本小区地下车位
即日起统一对外销售，请有意购买
承租车位的租赁业主于即日起15
日内来我司办理购买手续，否则视
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剩余车
位于2019年12月2日起对非承租
业主销售。
特此公告。

海南金邦实业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张健源三亚学院大学康复体育
与抗衰老专业2019届毕业生遗失
报到证，证件号（琼2019）毕字第
201913892202568，声明作废。
▲海南鸿腾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L-HAN00316，声明作
废。
▲刘新美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龙房租证（2019）第 52011号，声
明作废。
▲张惠婷遗失澄迈县金江镇温泉
谷小区11栋A单元901室的不动
产权证，证号：琼（2018）澄迈县不
动产权第0006531号，声明作废。
▲徐榕不慎遗失翡翠花园水云山
庄19栋608房票据贰张号码为：
0006981、0007237声明作废。
▲林先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万宁市（龙）国用（1999）字第
0010267号，声明作废。
▲曹德才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 ：万 国 用 （1999） 字 第
990010266号，声明作废。
▲戴峰遗失警官证，证号：公现役
字第0898393号，声明作废。
▲海口上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EY8Y9C）遗 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王海琼法人章，
声明作废。
▲ 叶 娇 慧（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5199109090964）于 2019
年7月22日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
号：T460076255，声明作废。
▲海南福金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合同章，声明作废。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
限公司遗失“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
装建设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合同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食鲜客快餐服务饭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61655337，声明
作废。
▲陈美玲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
机械司机（施工升降）初级，证号：
琼A042016000168，声明作废。
▲万宁万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万宁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
号:[2018]万房预字(32)号，声明作
废。
▲范杰不慎将海南省闽庄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庄园丽都 C7-
408 房的购房收据丢失，编号:
0001914，现声明作废。
▲海南广丰实业开发贸易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600001006396，声明作废。
▲海口联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
一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60100665109027，声明作
废。
▲海南鼎力网络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信用代码：
91469007MA5RC5B34D声明作
废。
▲海南和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蔡家坤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06197204181698，流水号：
4600169725，声明作废。

广告

依据美《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
法》，土耳其从俄购买S-400系统已
构成被美国制裁的条件，美国国会也
敦促启动制裁，但特朗普政府却迟迟
未“动手”。

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特朗普政府匿
名高级官员的话说，现在美国在S-400
问题上的“红线”已从购买S-400本身
退至只要该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不涉及获
取F-35战机系统相关信息即可。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中东问题专家
亨利·巴基认为，如果因美国制裁而引
发土耳其经济动荡，有可能将土耳其
进一步推入俄罗斯的怀抱，这并非美
国乐见的结果。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
莱恩表示，土耳其所扮演的地缘政治角
色至关重要，失去土耳其这样一个北约
盟友不是一件好事。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当前土耳其
“向东看”的趋势，美国采取“大棒”加
“胡萝卜”政策应对。一方面，特朗普
政府威胁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另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描绘出双边贸
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美好前景，但
前提条件是土耳其在诸如S-400系
统等重要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3日电
记者刘晨 刘品然 刘阳）

波洛克指出，尽管美土领导人如
期见面，但鉴于双方目前在多个问题
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想要通过一
次会晤就淡化分歧、实现关系“由冷
转暖”，恐怕并不现实。

舆论普遍认为，土购买俄 S-
400系统是双方缓和关系前绕不过
去的一个“坎”。今年早些时候，不

顾美方多次“口头警告”，土耳其坚
持履行与俄方合同购入 S-400 系
统，美国则因此叫停土耳其参与F-
35战机项目。在美欧国家看来，作
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如此高调

“亲俄”，从军事与地缘政治安全上
来说，均难以容忍。

此外，土越境打击叙库尔德武装

问题也引发美国国会极大不满。美
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进多项制裁议
案，要求土耳其从叙利亚境内撤军，
否则将考虑对土施行武器禁运及制
裁金融机构和高级军官等措施。

不过，从土方表态来看，不论是在
购买S-400系统或是打击叙库尔德
武装问题上，土方均没有让步迹象。

特朗普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表示，土从俄购买S-400系统为美土
关系带来非常严重的挑战，希望未来可
以解决该问题。他还表示，希望未来能
将双边贸易额扩大到1000亿美元。

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重视与
美国关系，双方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
决S-400问题。他同时重申土耳其
要求引渡现居住在美国的土耳其宗教
人士居伦。

当前，美土关系处于历史低点。过
去几个月里，双方纠葛不断，特朗普政府
制裁土政府多个主要部门及高官。埃尔
多安此访能否成行也一度打上问号。

土耳其多名官员上周“放风”称，
因美国国会众议院此前表决通过的涉
土议案激怒土耳其，埃尔多安可能取
消赴美行程。美国会17名众议员则
在8日写信给特朗普，要求其考虑到
土耳其当前在叙利亚和S-400问题
上的做法，取消埃尔多安的访问计划。

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戴维·波洛克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尽管矛盾重重，但美土关系对两国
都十分重要，双方并未到“一拍两散”、
各走各路的地步。在美土国内均存在
强硬声音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会晤依
然如期举行，表明双方有意借此机会稳
定双边关系，不想把关系彻底“搞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日到访美国白宫，与美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冲突、土耳其从俄罗斯购
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双边贸易等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埃尔多安此访正值美土“多事之
秋”，双方在土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土购买S-400系统等问题上分歧难消，双边关系短期内恐难回暖。

埃尔多安赴美会晤特朗普，导弹问题这个坎绕得过去吗？

“多事之秋”的会面

1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出席听证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13日出席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经
济基本前景依然乐观但风险犹存，全球经济增长
放缓、贸易状况和低通胀环境是可能对经济增长
产生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 新华社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美国经济前景乐观但风险犹存

难弥分歧

稳定关系 “大棒”加“胡萝卜”

11月13日，特朗普（右）与埃尔多安在白宫出席联合记者会。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3日电（记
者孙丁 邓仙来）由美国国会民主党人
主导、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13
日进入公开听证阶段。

首场听证会13日在美国国会众
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由该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希夫主持，证人为美国负
责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
肯特和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

肯特和泰勒随后进行开场陈述并
先后接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提问。
他们在回顾弹劾调查涉及事件的同
时，也各自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乌克
兰政策的担忧。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他

没有时间通过电视直播观看听证会，
并称弹劾调查为“猎巫”和“骗局”。

美国驻乌克兰前大使约万诺维奇
将于15日到国会公开作证。另有8
名证人将于下周出席公开听证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9月

24日宣布启动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
调查，起因是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
特朗普7月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民
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亨特。

众议院的弹劾调查听证会最初以

闭门方式进行。主导弹劾调查的众议
院情报委员会等3个委员会向多名相
关人员发放传票或提出取证要求。尽
管白宫明确表示不会配合调查，但仍有
数名特朗普政府现任或前任官员到国
会提交证词，一些证词内容引发两党激
烈论战。众议院10月31日投票通过关
于弹劾调查程序的决议案，为弹劾调查
由闭门转向公开提供了铺垫。

特朗普弹劾调查进入公开听证阶段
穆迪下调2019年
印度经济增长预期

据新华社新德里11月14日电（记者赵旭）国
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14日将印度2019年经济增
长预期从此前预测的5.8%下调至5.6%。

穆迪表示，受国际贸易摩擦导致消费需求减
少和政府支出放缓等因素影响，印度经济增速自
去年以来持续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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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愿与美国会面
但对方应拿出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平壤11月14日电（记者程大雨
江亚平）朝鲜外务省巡回大使金明吉14日表示，
朝鲜愿与美国重启谈判，但美方应拿出朝方满意
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避重就轻、企图拖延时间。

朝中社当天援引金明吉的话说，最近，美国国
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通过第三国发来信
号，希望朝美双方在12月再度会面、重启磋商。
只要能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朝鲜愿意在任意地点
和时间与美国坐在一起，但朝方对再现10月初在
瑞典进行的朝美工作磋商“不感兴趣”。

金明吉表示，如果美国不撤销损害朝鲜生存
权和发展权的对朝敌视政策，却认为可凭借终战
宣言或设立联络办事处等次要问题就能诱导朝鲜
参与协商，那么问题永远无望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