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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风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0000001598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鑫金色阳光数码影像有限公

司三亚分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1194501；公

章和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海工贸企业公司注册地三亚，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44，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数码港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陈時良遗失座落于会文圩的《私人

申请宅基地批准书》，该土地东至

西16米，南至北8米。面积128平

方米。其四至是：东至：街道、西

至：距东16米止、南至：距符之兴

宅地0.5米、北至：距南8米止。办

证时间：1991年4月。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注销公告

海南美而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本人史振英不慎丢失恒大美丽

沙项目0601地下车位D029收据，

编号为:HN1839088，特此声明。

▲本人秦淑利不慎丢失恒大美丽

沙项目0601地下车位D032收据，

编号为:HN1844299，特此声明。

▲吴连花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集用（2011）第 033535 号，

特此声明。

▲李秀梅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集用（2011）第 033536 号，

特此声明。

▲韩权畴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集用（2011）第 033538 号，

特此声明。

▲王小妹遗失迁移证，证号：

007000469,特此声明。

▲海南易翔创展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遗失佣金收据（第一联至第四

联），收据号码：0002350，特此声

明。

▲黄兹良遗失座落于文昌市锦山

镇录家村民委员会南山坡村的宅

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书

号：文集用（2011）第 046324号，

证号为：460022194009304513，

特此声明

▲黄慈祥遗失座落于文昌市锦山

镇录家村民委员会南山坡村的宅

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书

号：文集用（2011）第 046325 号，

证号为：460100194507242754，

特此声明。

▲文昌健诚餐饮配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191119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 11月 27日
15:00在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
拍 卖 ： 琼 AV1665 丰 田
GTM7200GB机动车一辆。参考
价：3.55万元,竞买保证金：0.5万
元。展示时间及地点：11 月 25
日-26日；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
南大厦主楼地下停车场负4层。
有意竞买者请于11月26日17:00
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以
款到账为准），并凭海南省小客车
增量（更新）指标的证明文件办理
竞买手续。电话：15607579889网
址：www.hntianyue.com 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
楼41层

减资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海南骏企
壹号商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6MA5TD0KW2U；执行
事务合伙人：海南大亿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决定将企业认缴出资由
人民币2500万元减至1000万元，
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本企业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海南骏企壹号商业服务中心（有限
合伙）

2019年11月19日

死亡公告
郭常学，男，60岁。
11月 1日送往我院
救治。因病危重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抢救无效病故。望亲属与我院联
系处理善后事宜。公告期满30天
仍无人认领，我院将按有关规定处
理。电话：66808008。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死亡公告
那安玉，男，65岁。
9月24日送往我院
救治。因病危重于
2019年10月9日抢
救无效病故。望亲

属与我院联系处理善后事宜。公告
期满30天仍无人认领，我院将按有
关规定处理。电话：66808008。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告

▲海南美而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2002003677，声明作废。

▲凌娟娟不慎遗失海南保亭闽庄

园房地产有限公司庄园御景3号

楼217房收款证明收据2张，编号：

0005911、005212号，声明作废。

▲三亚济广疗养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陈庆柏遗失海南现代美居投资

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一张，收据号

码：0012989，特此声明。

▲澄迈文儒众福缘会所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7MA5RQ0GK8B，声

明作废。

▲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工会委

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 J6410025467701， 账 号

46050100643600000108，声明作

废。

▲东方八所嘉丽士涂料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林承统不慎将昌集用[2010]第

昌化2911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遗

失，声明原件作废。

▲李炳传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60003198210132214，流水号：

4600045279，声明作废。

▲崇人杰遗失海南中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 A17-1-

1805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s18 0282540，金额 3000元 ,声

明作废。

▲李花国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红

蓝收据，收据号：0001335，金额

2000元，现声明作废。

▲符传锐遗失座落于文昌市东郊

镇中南村委会红莲北村民小组的

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

（2013）第00914号,特此声明。

▲婧雯遗失绿地海长流四期车位

A056号的购车位收据，收据号码：

0020002，金额：1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婧雯遗失绿地海长流四期车位

A056号的购车位收据，收据号码：

0020030，金额：9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婧雯遗失绿地海长流四期车位

A056号的购车位收据，收据号码：

0020170，金额：10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重兴镇排坡经济合作社遗失座

落于重兴镇群先村委会的集体土

地所有证,证号:文集有（2004）第

WJ0500621号,特此声明。

▲何正玉遗失护士资格证，证号

13399102，声明作废。

▲祝泽芳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号

码：460200199403215346，特此

声明。

▲保亭保城保胜建材装饰店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5913801，声明作废。

▲本人王龙不慎丢失恒大美丽沙

项目0601地块地下车位D027收

据，编号为:HN1839089，特此声

明。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出
生 约 1 岁 半 ，于
2018年01月04日
在海口市琼山区滨
江路马坡公交站的

公园处被捡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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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被依
法安置。联系电话18889183839
林先生 2019年11月20日

房产证注销公告
根据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琼9026

执321号之三的裁定我局将注销

位于昌江县石碌镇人民北路二轻

局住宅区吴永安共有人苏圣妃的

房屋产权证书，证号为昌房字第

02820号特此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9年11月18日

减资公告
澄迈和仁医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

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原债

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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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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1天，于2018
年11月11日在海
口市琼山区凤翔东
路美舍河被捡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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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19年11月18日

▲李佳健遗失中南西海岸B27-

508 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180056830，金额 430000元 ,声

明作废。

▲ 本 人 陈 明 新（身 份 证 号 ：

460028199007286017）因不慎遗

失海口市世华中鑫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收据三联，收据编号：

17285518，现声明作废。

▲海南宝宏恒泰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20001524001，声明作废。

▲本人刘熙哲不慎遗失海南省东

方市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司房地

产1张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

单票据，房号:碧海云天小区G5栋

1205房，票据编号NO:0003121，

金额：5134元整，现声明遗失。

▲符国础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1）第

049453号，特此声明。

▲符永川不慎遗失土地证一本，证

号：定安富文镇集用（2011）第

01381号，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福豪服饰店不慎遗失

海口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具的质量保证金收据，收据号

码：0001320，金额：10000元；物

业 保 证 金 收 据 ，收 据 号 码 ：

0001319，金额：18775元；POS押

金收据，收据号码：0001321，金

额：5000元，声明作废。

▲陵水华盛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3428001，现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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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日历、故宫口
红、故宫手账……“双
11”网络爆款产品来海
南“打卡”啦！不仅如
此，367种图书、60余
幅书画、200多种文创
产品，通过11月15日至
18日首届海南岛国际
图书（旅游）博览会的一
场“悦读故宫”主题展
览，首次与海南观众见
面。

说起故宫，总联想
到厚重的历史；但提起
故宫的文创，却又充满
了年轻的创意……这些
琳琅满目的展品，什么
最受欢迎？背后有着怎
样的巧思？对海南的文
创开发会带来什么启
示？要解答这些问题，不
妨先从一本日历谈起。

除了上述两件重磅文创展品之外，充
满风雅古韵的《千里江山图》团扇、介绍宫
廷节日和皇帝日常的“宫里过节”系列图
书、精美的清明上河图书签和便签，以及
实用好看的故宫手账、故宫口红等文创产
品，也很受参观群众的喜爱。

“悦读故宫”文创产品展区的工作人
员透露，这次带来的200余种文创产品受
到观众的追捧，在开展第一天，很多产品
就已卖断货。

“我特地奔着故宫文化来看展的，传
统的东西特别美，值得我们去了解。这些
文创产品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游客马瑞含表示，希望海南也能发掘自身
的文化资源，开发出更多有趣又实用的文
创产品。

近年来，故宫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
让故宫成为大热“IP”，当静态的文物和古
籍，变成新潮的设计产品。传统文化卸下
了严肃生硬的面孔，积极走近现代大众的
生活。“文化遗产本就是人民、是社会创造
的，要让它们真正回归生活，在生活中展
现出自身的魅力，人们才会进一步去保
护。”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
霁翔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两年，借鉴故宫文创开发经验，省
博物馆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较高辨识度、体
现本地特色的文创产品，海南文创产品已
露尖尖角。但相比北京、杭州等地，海南
的文创产业发展仍有不小差距。

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和参与海南的文
博事业发展的单霁翔，曾多次表示，“海南
是文化遗产大省”。

在他眼中，五指山、万泉河等自然
文化景观，黎族人民的船型屋、儋州古
盐田以及琼北地区的火山石村落等文
化遗产，还有黎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富有海南地域色彩和民族传统的
文化元素。

对单霁翔来说，海南需要保护的、可
以融入当下生活的、可以促进文化旅游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这
些文化遗产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之
际，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能发挥很大的
作用。”

（本报三亚11月18日电）

可看可吃的
“故宫日历”
如果以故宫为主题出一
本日历，会是什么样呢？

A

可读可玩的“寻宝图籍”
跟着宫廷画师破解30多个环环相扣的谜题

一张乾隆年间的手绘紫禁城地
图，与如今的故宫布局有出入，这些
不同是否藏着秘密？宫中错综复杂
的建筑和道路是如何设计的？乾隆
年间的东、西六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在《谜宫·如意琳琅图籍》
里，埋藏了30多个环环相扣的谜题，
等待读者一一揭开。

在乾隆三十一年，宫中一位已经
去世的御用画师，留下了一本名为
《如意琳琅图籍》的遗作，书中有诸
多难以理解之处，被称为“无用之
书”。没多久此书下落不明，而宫中
却渐起流言，说这本书其实隐藏着
琳琅宝藏的下落。如今，拿到《谜
宫·如意琳琅图籍》的每位读者，都将
化身为故事主人公、一位默默无闻的
画师周本，凭着这本图籍踏上寻宝探
秘之旅……

在《谜宫·如意琳琅图籍》泛黄的

书页中，处处皆留有墨笔小字、精美
插画和奇特的符号，随书附上了18
个解谜附件：毛笔、宣纸、剪纸、抄经
帖、木制书签、洒金信笺、乾隆年间紫
禁城全图、一比一仿制的宝泉局乾隆
通宝、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各个
暗藏玄机。全书通过设置解谜任务，
带出100多个知识点，让读者在寻宝
过程中，一点点探索故宫历史文化的
深厚底蕴。

“这本书最大的创新，是突破了
传统纸质图书的阅读方式，引入了
与书本阅读配套的手机软件，让读
者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在手机游戏
中体验故事主人公的冒险故事，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了解故宫的历
史文化知识，让读书的过程更有
趣。”故宫出版社市场部主任刘学军
介绍，截至目前，该书已销售了近
40万册。

亟待激活的海南文创
海南是文化遗产大省,文化遗产
将对文旅产业发挥很大作用

C带
你
悦
读翻开 2020 年 2 月 1 日这

页，朱棣的画像映入眼帘，旁边
小字还原了他营建北京紫禁城
的故事。继续翻下去，可以看
到紫禁城宫殿鸟瞰图、城墙、护
城河、角楼、太和殿……2月的
29天中，日历以“宫城肇建”为
主题，详尽介绍了紫禁城创建
的历史。

有意思的还有6月。慢慢
翻看这个月的每一页，可以看
遍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
在图片与文字中，了解后宫嫔
妃居住的东、西六宫宫殿外观、
陈设和功能。嫔妃们的深宫生
活跃然纸上。

这是一本特殊的日历。明
年故宫将迎来建成 600周年，
2020 版《故宫日历》就是特别
推出的献礼纪念版。日历的
12 个月份，对应了“天开于
子”“宫城肇建”“皇建有极”

“家国天下”“中正仁和”“螽
斯衍庆”等12个主题，收录的
300多张故宫建筑图片，兼顾
了历史、知识和趣味，让读者
通过日历，尽赏紫禁城建筑
华章，读懂过去 600 年的沧桑
历史。

如果把故宫日历做成可以
吃的美食，又会是什么样呢？

11月16日，在“悦读故宫”
展上，以2020年《故宫日历》书
本为原型，按比例缩小制作成
的翻糖蛋糕，吸引目光无数。

“这是我们特意为这次展
览制作的创意产品，希望给观
众带来一次轻松愉悦的观展
体验。”故宫出版社副社长钱传
强说。

1933年至1937年，故宫曾
推出过5本《故宫日历》。2009
年，《故宫日历》以1937年版为
蓝本复刻出版。2010 年，《故
宫日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
始尝试创新。至今，这本介绍
故宫藏品、传播故宫文化的普
及读物，已累计发行了 300万
册，以其推广“国宝日读”的文
化精神，被誉为“中国最美日
历。”

扫一扫看视频
在书香雅韵中悦读故宫

B

可读可玩的《谜宫·如意琳琅
图籍》。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摄

《故宫日历》（上）和以其为原
型制作的创意翻糖蛋糕（下）。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以故宫文物元素设计包装的
故宫口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充
满
古韵

的《千里江山图》团扇

。本报
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