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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桂唐药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681162143R；遗 失 公
章、法人（赵志成）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拮东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477589606；遗 失 公
章、法人（邢艳玲）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亚徽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冯昌均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06-1903购房相关收据2张，编
号 HN0002332 房 款 ，编 号
HN0002239房款，声明作废。
▲万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410000607901，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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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
08518879，声明作废。▲海口美兰时尚炫美发工作室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琼地税海口
字：460102198311102419A1号，
声明作废。▲海口义邦贸易有限公司原印章
未备案，现声明作废。▲罗中华遗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
有限公司开具的担保金10000元
收据，收据号码：3040717，特此声
明。▲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编 号 ：
JY34601051076257,声明作废。▲陵水隆广晋文水泥砖厂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34MA5RN9FD2J，声
明作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慎
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号
码：06302554，现声明作废。
▲海南陵河大公馆娱乐管理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陵水椰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21842001040001463核
准号：J6410023781301，声明作
废。
▲伍尙丽遗失以士官证（号码
10104440）办理的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201290000645，声明
作废。
▲海南兴蓉环境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票号：16726796，声明作
废。▲文昌市水务局遗失专项收据，票
号：0570223362，声明作废。

▲王彩颖不慎遗失护理师资格证，
号码不祥，特此声明。
▲王彩颖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编
号:200946001935，特此声明。
▲吴寿英遗失大勇商厦二层四排
七号铺面协议书和铺面保证金单
各一份，铺面保证金单金额:
14400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东宇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
明。
▲海南东宇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李彪法人私章一枚，现
特此声明。
▲周经利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甸
六庙390号的土地使用证，土地权
利证书号：海口市国用（2015）第
003673号，声明作废。
▲李波遗失坐落于海口美丽沙
0602地块19号楼506房的购房合
同，合同编号：L00408821，声明作
废。
▲王微遗失坐落于儋州市那大群
英市林业局新住宅区B幢403房
的房屋使用合同原件一份，编号
B014，声明作废。
▲龙丁才不慎遗失导游证资格证
书,证号: DZG2011HN10894，特
此声明。
▲林尤清、田亚园、林俊杰遗失座
落于琼山区红旗镇龙榜村委会福
地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2)第 001508号，声
明作废。
▲海南铁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声明作废。

▲冉莉遗失定安县商品房买卖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HNJLKCHN201506161- G221、
HNJLKCHN201506161- G222，
声明作废。
▲冉莉遗失海南乾坤永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自开），发票代码：
246001590619，发 票 号 码 ：
00045235（金 额 186757 元）、
00045236（金额189439元），声明
作废。
▲韩胜光遗失座落于铺前镇林梧
村委会大坡西村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010603
号，特此声明。
▲韩益光遗失座落于铺前镇林梧
村委会大坡西村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010606
号，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漫良豆制加工小作坊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107MA5RGWCF47，
声明作废。
▲吴先中遗失收据一张，证号：
1803750，声明作废。
▲赵枫然遗失发票，发票代码：
246001490619，发 票 号 码 ：
00163044，声明作废。
▲万润芝不慎遗失海口外滩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收据，收据编号：
HN1401863，特此声明作废。
▲万润芝不慎遗失海口外滩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收据，收据编号：
HN1401864，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口云阁春种养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60100NA001654X），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阁力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460100NA000498X），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永利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三亚荔枝沟椰州酒店用品商行
分店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新港滨海建材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7600093126，声明作废。
▲本人霍玉英不慎遗失海南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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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栋
503 房，票据编号NO:0004421，
金额：350元整，现声明遗失。
▲文城镇镇田经济社不慎遗失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土 地 证 号 ：
WJ0100266号，特此声明。
▲澄迈县瑞溪镇里加村民委员会
加井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8746501，现声明作
废。
▲东方东海同乐小炒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1007697，声明作废。
▲东方感城明强商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7MA5RGADJ35，声 明
作废。
▲倪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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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据壹张，收据编号：0005486，金
额：288560元，声明作废。
▲澄迈福山咸水鸭文昌鸡店原公
章、法人(蔡少玲)印鉴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海口龙华口音串烧餐饮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61598297，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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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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文昌航科新材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469005000024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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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伟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 9146000071381977XH）拟

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召开股东会及董事会的通知
致全体股东及全体董事：

现召集全体股东及董事于2019年

12月5日上午9点在海口市秀英

区滨海大道185号海口美视国际

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会议室召

开海南八所电厂有限公司股东会

议及董事会议，会议议题为董事变

更及修改公司章程。请全体股东

及董事于2019年12月3日前与本

公司联系。本公司将以本次股东

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向相关部门

办理董事变更及公司修正案的相

关手续。联系人：孟玉林，电话：

13976003193，特此通知。

海南八所电厂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公章作废声明
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蓝海
瑞园（一期）工程项目部资料专用
章，登报之日起声明作废。特此公
告。

▲海南财富无线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证书，证书编
号:号[2016]00377-A01，声明作
废。
▲儋州中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3132503，声明作废。
▲本人吴海燕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棋子湾海湾明珠项目专项收据,收
据编号：HN1400152，特此声明作
废。
▲白沙牙叉大嘉发广式脆皮烧腊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社会信
用 代 码:
92469030MA5T4NQH12，声 明
作废。
▲澄迈海岛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469027671056515C，声
明作废。
▲海南候鸟驿站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南国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琼海分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
废。
▲海南南国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儋州分公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
废。
▲海南地质锆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5736903，声明作废。
▲谢国颖遗失海南省中医院医疗
住 院 收 费 票 据 ，票 据 号 码 ：
0000109403，特此声明。

广告

部分城市窨井盖问题成“老大难”——

如何管好小井盖？

窨井盖遍布城市
街道，能否管好，反映
市域治理现代化水
平。此前，住建部曾下
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窨
井盖安全管理的通知》
要求在全国范围加强
相关管理。

新华社记者近日
在湖南一些城市查访
时发现，窨井盖沉降、
破损、缺失等问题仍较
常见，有些井盖问题还
存在“无人问津”或“久
拖不决”，影响市容又
形成安全隐患。“小井
盖”为何成了“老大
难”？破解老问题能用
哪些新办法？新华社
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一些地方由于窨井盖与路面
高度差较大或井盖残破、缺损、侧
翻等原因，造成车辆损坏、交通事
故、噪声扰民等问题，令市民十分
头痛。有市民将避让井盖的车技
戏称为“绕饼”，列入出行必备技能
清单。

湖南长沙中心城区的人民中
路是交通要道。从芙蓉路口到车
站路口之间约 2 公里路面上，记

者近日粗略统计有 10余块沉降、
破损井盖，涉及雨污、电信、光
缆、市政等各方面。车辆行驶避
之不及，便会强烈颠簸伴随响亮

“咣当”声，如入“地雷阵”，伤车
又危险。

长沙市城管部门工作人员称，
有不少井盖建在道路中间和车辆
行驶轨迹上，由于过去井身、井盖
设计标准不高，长期承压导致松

动、沉降等问题。这类井盖“点多
面广”，更换、修复需要较长过程。

还有一些“问题井盖”威胁市
民安全。记者在湘北某市见到，
有些井盖横在盲道中，成为“绊脚
石”；有些井盖在自行车绿道上，
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其中不
少已破损塌陷成坑；有人行道上
井盖，已缺失三分之一，缺口最宽
处达30厘米，井深达1.8 米，大人

孩子稍有不慎就可能跌落，危及
生命。

在湘北某市一住宅小区前的
人行道上，有一处检修窨井口没有
井盖。“井盖都空了两三个月了，人
来人往太危险了。”在附近经营餐
馆的谭女士说，她先后联系了社
区、管线单位以及市长热线想补上
井盖，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实在
不行只能自己用沙土把坑填了。”

谭女士报修无果的遭遇并非孤
例。记者调查发现，有城市部分井
盖长期失管，有关部门对于“问题井
盖”的处理处置未及时跟上，出现

“拖、推、躲”情况。“久拖才决”甚至
“久拖不决”增大了安全隐患。

今年8月，湖南常德市民通过
互联网反映，该市规划局围墙前的
柳叶大道辅路上写着“电力电缆”的
井盖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出行，并上
传了现场照片。

记者现场查访，看到两块水泥
井盖呈“V”字形塌落，最深处低于
路面约12厘米。机动车如不贴着
隔离带一侧减速通行，就会径直轧
过，导致车身发生强烈颠簸。记者
眼见一越野车轧过井盖后，车后备
用轮胎被震落并滚出10多米远，相
当危险。

对此问题，常德市电力部门曾
回复称：“经核实，损坏井盖所在位
置并非电力通道，为其他设施冒用

电力井盖。”直至10月份，这一处井
盖最终由常德市城市道路管理处修
复。该处负责人称，该井盖属于没
有实际利用的“无主井盖”，导致巡
查、维护不及时。

记者数月前在常德市走访时，
还发现青年路武陵区药监局公交车
站旁有一处井盖缺失形成的“陷
阱”。原本两块水泥井盖，其中一块
损坏掉落井内，另一块对角折断后
倒扣在井口。此处周边没有任何防

护和警示，却是不少市民赶乘公交
车时的“必经之路”，存在安全风
险。近日记者再往查访，发现窨井
口仍留下很大空隙，隐患并未消除。

据了解，该窨井属于常德市移
动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称，正常情
况下，问题井盖修复时间为3至4
天，但此处因井盖未及时到货，故迟
迟未能更换。11月13日，记者向市
政部门反映该处井盖问题，第二天
便完成修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张力、湖南城市学院教授孙倩等专
家认为，井盖失治，原因有多方面：
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明”，城市井
盖权属往往涉及排水、给水、电力、
通讯、燃气、照明等10多家单位和
多个行业主管部门；二是“监督和维
护相分离”，街道、社区等基层部门
责权不对等，对负有维护职责的部
门没有调度权和支配权；三是对相
关设施设备投入不足、设施设备低。

据记者了解，一些地方通过治
理能力、方式创新，推动服务重心
向基层下移，把更多配套资源下沉
到街道社区，在更好提供精准化、
精细化服务方面做了有益尝试，井
盖治理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以法治形式破除“多头管
理”。成都市出台《成都市检查井
盖管理办法》，建立井盖监管联席
会议制度、井盖监督中心以及流程
规范。要求井盖权属单位应于接
到派遣3小时内进行应急处置，否
则由市井盖监督中心代为进行临
时应急处置，消除安全隐患；权属
单位24小时内无故未能完成修
复、重置等工作，由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部门依法处罚。武汉等城市
还在井盖问题处置领域探索实施

“首问负责制”。
加大投入，提升设置设备科技

含量，提高井盖问题治理效能。南
京市近期启用了50套智能电力井
盖，一旦井盖倾斜、位移，或者遇到
非法开锁、盗窃，井下淹水、设备自
燃等情况，智能井盖会及时定位报
警，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前往检
修。有关部门正考虑将相关技术
推广至雨污、燃气等其他市政管网
工程，解决传统井盖治理难问题。

在杭州，城管部门通过数字
城管系统为每一块城市井盖都标
注了唯一的数字识别码，实现了
对问题井盖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据了解，今年长沙市住建局
和城管局下发通知，要求开展井
盖问题排查，对于无法确定权属
单位的井盖设施按“属地管理”原
则进行清理整治。常德市有关部
门计划推动建立“综合井盖管线
单位联盟”，建立综合维修管理体
系，集中信息源和维管队伍，减少
中间环节。

（新华社长沙11月19日电
记者白田田）

部分井盖成“地雷阵”“绊脚石”“陷人坑”

监管维修“拖、推、躲”增大安全隐患

管好小井盖：
法治手段明权责
技术创新提效能

新华社发

这个“李鬼”很危险！
小心高仿手机APP

网上转账缴费、处理罚单、买火车票……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手机
APP处理各种事务。记者调查发现，在手机应用
市场中，一些通过相近名称、类似图标制作的高仿
APP令人难辨真假，给不少用户造成财产损失。

高仿APP“鬼”影重重大设陷阱
济南市民成栋前不久为网上处理汽车交通罚

单，试图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公安部推出的“交管
12123”APP。搜索结果第一位的为一款名为

“12123”的软件，且APP图标为一个“违”字。下载使
用后才发现，这款APP功能和页面都极其简陋，是一
款高仿APP，不仅无法处理违章，还含有大量广告。

记者在多个应用商店检索发现，此类APP
“李鬼”并不少见。例如，北京公交集团推出的“北
京公交”APP，可用来刷码乘公交。但在安智网、
酷安网等应用市场中检索“北京公交”，排名前几
位的应用多为“北京实时公交”“北京公交在线”等
APP，下载量最高的达30.8万次。打开上述APP
后，界面非常简单，也不具备刷码乘车功能，且都
包含不少广告。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高仿APP还通过伪装成
官方软件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济南市民罗腾告诉
记者，他此前为在济南一家医院挂号，在应用市场
中下载了这家医院的APP，并填写了电子病历，其
中包含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但
之后发现，所下载的并不是官方APP。“这款APP
的下载量近10万，窃取了大量个人信息，侵犯个人
隐私。”罗腾说。

5万元即可开发一个高仿APP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高仿APP开发者为第三方

公司。以“北京实时公交”为例，开发者为江苏一家
商贸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该
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服装、日用百货销售”。此
外记者还发现，应用市场中的一些高仿应用，开发者
甚至为个人，网络上无法查询更多开发者信息。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高仿APP盈利主要靠应用
内的大量广告赚取广告费，这类APP开发难度并不
高。记者联系了一个APP开发团队，并向对方提出
想开发图标和名字都模仿一款学习类应用的高仿
APP。对方表示，只要不是要求“一模一样”，就都可
以实现。费用在5万元左右，开发周期大约一个月。

业内人士表示，开发一款高仿APP，花费数
万元可以长期赚取广告收益。

高仿APP已形成产业链
360发布的《2018年双十一购物安全生态报

告》显示，一个月时间内虚假仿冒主流购物APP
的数量接近4000个，覆盖设备超过30万个，高仿
APP已形成危害用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记者调查发现，近期福建、河北等地网信部门
关停下架的应用中不乏高仿类APP。福建泉州
网信办今年8月下架的43款违规APP中，就有模
仿“天天快报”等APP的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括说，高仿
APP对于正版应用的模仿，已经涉嫌侵权，同时
对用户产生了实质性危害。但是，目前在打击高
仿APP的过程中，存在多方协调难、举报下架过
程漫长、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等因素，给一些不法
企业从事违规行为提供了空间。

多位专家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
应进行联合执法，严肃查处高仿APP给使用者造
成经济损失、个人信息泄露等情况，从源头治理高
仿APP问题。 （据新华社济南11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