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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声明作废
海南广海源矿业有限公司原公章、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新章2011
年 12月 2日已更换启用）不慎遗
失，现声明作废。
▲韩民遗失座落于铺前镇林梧村
委会山梅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集用（2010）第 025276 号，
特此声明。
▲海南兄弟联投房地产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1Y5E7J ）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口幸滔包装有限公司公章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郑月霞不慎遗失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发票联一份，发票代
码：246001390619，发票号码：
00037242，现声明作废。
▲李子艳不慎遗失海南省卫生学
校 毕 业 证 ，毕 业 证 编 号 ：
HN2019211730385,特此声明。
▲李烈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庄
避暑一期A2栋303房收据壹张，
号码为：0003899 金额：88442
元，声明作废。
▲林金芳不慎遗失海南东方明珠
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口恒大
文化城收据一份。楼盘名称海口
恒大文化城，23号楼107号商铺，
收 据 编 号 0083967，金 额 5096
元。特此声明作废。
▲林金芳不慎遗失海南东方明珠
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口恒大
文化城收据一份。楼盘名称海口
恒大文化城，23号楼108号商铺，
收 据 编 号 0094126，金 额 464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屯昌一口酸奶米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220011528，声明
作废。
▲蔡保安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37473，金额
1,234,207元。声明作废。
▲闫晓东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42148，金额
200,000元；雅海0142149，金额
1,406,083元 。声明作废。
▲陈德和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01596号，特此声明。
▲罗江桥不慎遗失昌江黎族自治
县乌烈镇乌烈村委会村民《农村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编 号 为 ：
469026103200090056J。声明作废。

▲海口智绘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海南省国营红泉农场遗失座落
于东方县抱扳镇的土地证，证号：
东方国用（抱扳）字第001号，声明
作废。
▲三亚高原幼儿园不慎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20002501601，账号:2201076
809200017968，声明作废。
▲杨兴运不慎遗失助理医师资格
证 书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编 码 ：
20184621046002619960603453
X，现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多品香烟酒茶行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
号：JY14604000021770，现特此
声明。
▲海南菁华药品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排浦海花分店遗失药品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 一 个 ，证 号 ：琼
CB1700306，声明作废。
▲成思玥遗失中南西海岸B6—2
栋-2003号房购房收据一张，金
额:319033 元 整 ，编 号 ：No:
DSK0004765,声明作废。
▲东方市板桥镇加力村村民委员
会颜色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2248201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鸿记煌三汁焖锅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雅典艺术团遗失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王亚乐遗失残疾证，证号：
2011103320985122410045，特此
声明。
▲杜和德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44438，特此声明。
▲海南明仲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吴谦培遗失座落于长流镇会南
村民委员会文森经济合作社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62105号，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告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陵水县煤炭公司名下的证号为陵
国用（椰）第13138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书自公告之日起废止。

公司更名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经工商部
门核准，“海南御海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名称从2019年11月25日变
更登记为“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届时原公司“海南御海投
资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业务由

“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继
续运营，原公司签订的合同继续有
效，原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海
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继。
即日起，公司所有对内对外文件、
资料、开具发票、账号、税号等全部
使用新公司名称。
特此通知！

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比选公告
现我司所管辖物业小区需要选择
物资供应合作商，请具有相关营业
范围及资质条件的意向单位于
2019年12月3日前凭公司介绍函
及相关资料到我司报名参加比选。
联系人：郑先生18976828808
单位名称：海口凯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
盛路39号蓝城商务大厦。

公告
海南德桂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蔡文静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388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522077），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0年2月11日上午9时整在本
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28日
上海法院自主网络司法

拍卖公告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
同路29号部分房地产以及大同路
33号土地使用权。其中拍卖楼层：
地下2层至22层（地下一层部分至
4层中国银行部分除外）、屋面B
户，建筑面积：27702.00平方米（其
中套内建筑面积 22754.71 平方
米）。起拍价：28782万元；评估价：
28782万元；拍卖平台：公拍网；拍
卖时间：2019年12月16日10时
至 12月 19日 10时；拍卖辅助机
构：上海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罗 先 生 13917148584
021—64186481

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

资产清算第一次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因
幼儿园发展需要，现与山高教育集
团合作,经过幼儿园董事会研究同
意,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起至
2019年12月29日止，对原迪尼布
朗幼儿园进行财务清算。并成立财
务清算小组，清算小组由七人组成
（举办者王小燕、杜良艳财务、王丽萍
行政、温丽君代表、陈少敏代表、卢裕
莲代表、许莲妹后勤）。办公室设在财
务部。清算联系人：王小燕，联系地
址：海口市龙华区凤翔西路富源大
厦旁，联系方式：089865900939，
邮箱:775893037@qq.com。

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
2019年11月28日

公告
我公司因经营原因已决定整体出
售转让，望与我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与个人自即日起30天内来函
来电解决相关事宜，我单位已有的
债权债务与买方无关，联系人:邢
孔全，电话:13637608171。
特此公告！
三亚胜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注销公告
海南汽运物业公司服务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90127173XT）
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
内到本部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汽运物业公司海汽职工活动
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
7987082699）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起45天内到本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王亚冬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发票代码：4600171320，
发票号码：01087992，声明作废。
▲王亚冬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张，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票号码：01046846，声明作废。
▲林斯文、莫泽涓遗失琼海广宇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2#C-402购房
发票名称：海南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号
码:01368651，金额：707324 元，
特此声明。
▲海南时代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文号:琼旅函【2008】207号，编
号:L-HAN00175，声明作废。
▲文昌市中大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
可 证, 证 号 ：（ 临 ）建 字 第
469005201900109号所对应的报
建方案批件,特此声明。
▲宦庆宇遗失万宁市(地方)房产证
一本，号码万宁市房权证礼记字第
1604361号，声明作废。
▲澄迈永发金玉南荘日杂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27600167801，声明作废。
▲澄迈永发雲彬副食综合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27600176961，声明作废。
▲澄迈华志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市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公
章一枚丢失，声明作废。
▲吴朝荣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
号:46002419510110401X，特 此
声明。
▲万宁大茂德语馨健康咨询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0000MA5T83PP80，
声明作废。
▲王良贵不慎遗失二级船长渔业
船 员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460028196610048979，声明作废。

关于收回租赁场地的公告
我公司（原海南省地矿局创业服务
中心）与海口文庄医院有限公司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将于2019
年11月30日租赁期满。从2019
年12月1日起，我公司将依法收回
位于南沙路66号地质大厦第一、
第二层房产，终止租赁合同，不再
出租给海口文庄医院从事经营活
动。特此敬告相关人士周知。

海南地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减资公告
海南涞可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74YD4Q）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
册资金壹仟万元减少到人民币贰
佰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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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收公告
彭志刚、符致用、周世海、何晓波：
你等离职时尚未归还公司借款（彭
志刚借款470,500元，符致用借款
1,085元，周世海借款1085元，何
晓波借款690元），因你们目前无
法联系，特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
限你们见报后三十天内主动与我
司联系还款事宜。
特此公告！

海南华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减资公告
海南博汇融通网络竞技游戏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10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请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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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蓝洋酒店项目整体转让
现有儋州蓝洋镇在建酒店项目整

体低价转让，项目总占地面积82

亩，总建筑面积3.3万平米。联系

人：方女士13876171217

挂牌转让海外大厦办公房
面积741m2总价472万元起（12

月底）。余女士0571-86094129,

卢先生：13616533386

商铺招租
海口龙昆南路汇隆广场临街两个
铺面分别56、28平方米公开招租，
18789575377,13322085875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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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8178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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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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邀总统出席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2月4
日举行听证，邀请法律专家作为证人，
就是否对特朗普提起正式指控提供意
见。委员会没有公开证人的具体身
份。

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杰罗
尔德·纳德勒在写给特朗普的一封信
中邀请总统及其法律团队出席听证
会，允许特朗普的律师质询证人。

纳德勒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可
以做选择，要么抓住机会出席听证会，
要么停止抱怨这一进程。我希望他选
择参加。”

纳德勒要求白宫12月1日晚以
前回复。

特朗普不是必须出席听证会。美
联社预期，他到场的可能性不大。特
朗普定于12月4日在英国出席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场峰会。

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9月启动
弹劾调查。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否认

行为不当，认定民主党作弹劾调查“动
机不纯”。

涉三项罪名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预期下周向司
法委员会提交弹劾调查报告。这份报
告汇集17场闭门听证和5场公开听
证所获信息。以这份报告为依据，众
议院司法委员会后续可能起草弹劾条
款，交由众议院全体表决。

美联社预期，司法委员会可能需要

数天确定弹劾条款。如果委员会在12
月第二周确定弹劾总统的罪名，众议院
全体表决有望在12月第三周举行。

报道说，弹劾条款可能有三项。
一是“滥用职权”，即特朗普涉嫌以军
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克兰方面调查
2020年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
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二是妨碍国会
调查，即特朗普要求多名现任和前任
白宫官员不到国会作证或拒绝提供材
料。三是妨碍司法调查。已经公开的
删减版“通俄”调查报告显示，特朗普

多次试图解职主持“通俄”调查的联邦
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有妨碍司法
调查嫌疑。“通俄”报告没有下无罪定
论，建议由国会判断特朗普是否妨碍
司法。

一旦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即正
式指控特朗普，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
院可能在明年初“审理”弹劾案，决定
是否“定罪”并解职特朗普。但美联社
预期，除非美国政局大变，否则参议院
将力保特朗普。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美众议院步步紧逼，或年底对总统发起弹劾表决

特朗普“被邀”
出席弹劾听证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26日邀请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律师团队下周出席听证会。由这一
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将讨论以什么罪名弹劾总统。

美联社报道，众议院可能于年底以三项罪名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表决，分别是滥用职权、妨碍国会调
查和妨碍司法调查。

据新华社巴黎 11 月 26 日电
（记者刘金辉 胡雪）法国建筑科学
院院士授证仪式 26 日在巴黎举
行。作为新当选的法国建筑科学院
外籍院士，中国建筑师董功接受了
院士证书和证章，并发表题为《回归
建筑》的演讲。

董功在演讲中说:“建筑最终还
是要回归美丽、灵性、神奇、宁静等
基本属性，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今年47岁的董功本科毕业于清
华大学，是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
人。他设计的位于中国秦皇岛市的
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被称为

“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一度成为
“网红打卡地”，引发网友热议。此外
他还设计了长江美术馆、苏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物馆等建筑。

“董功是一位年轻的新锐建筑
师。2010年，在威尼斯举办的中国

新锐建筑创作竞赛中，他获得了一
等奖，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关注
他。近年来，他设计建造了很多出
色的建筑，得到了我们的认可。”法
国建筑科学院院长马丁·罗班说。

法国建筑科学院成立于1840
年，是世界建筑界顶级学术机构之
一，目前拥有院士200余位，其中外
籍院士50多位，中国籍院士包括吴
良镛、齐康、郑时龄、伍江等。

中国建筑师：获颁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证书

科技动态

据新华社印度班加罗尔11月
27日电（记者赵旭）印度空间研究
组织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27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失联两个多月
的“月船2号”着陆器已经坠毁。

本月21日，印度总理办公室主
管太空事务的国务部长吉滕德兰·
辛格在回复印度议会下院的一份声
明中说，“月船2号”在尝试软着陆过
程中失败，最终在距离指定着陆点
500米范围内区域“硬着陆”。

27日，记者向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一名专家求证“硬着陆”是否意味
着坠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
说：“无法恢复联系说明着陆器已不
能正常工作，可以说是坠毁了，但目
前又找不到残骸，所以我们相信着
陆器是硬着陆。”

辛格在声明中还说，“月船2号”
着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着陆器在
第一阶段减速表现正常，成功将速
度从1683米/秒降至146米/秒，高

度也从30千米下降至7.4千米。但
是在第二阶段中，着陆器减速过快，
最终导致“硬着陆”。

“月船2号”于今年7月22日发
射升空，是印度的第二个月球探测
器。9月7日，“月船2号”着陆器尝
试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此后多次尝试恢复通
信未果。不过，“月船2号”的轨道器
仍停留在月球轨道，预计未来几年
将保持运行状态，并开展系列实验。

印度专家：“月船2号”着陆器已坠毁

越南接收冷藏运输车
惨案遇难者遗体

偷渡英国途中死于冷藏运输车的16名越南
公民遗体27日运抵越南首都河内，将移交家属。

越南外交部27日在一份声明中说，16具遗
体当天早些时候运抵河内内排机场，随后将移交
家人。这是第一批运抵越南的冷藏运输车惨案遇
难者遗体。

英国警方10月23日在一辆冷藏运输车内发
现39具遗体，包括31名男性，8名女性。越南警
方本月早些时候确认，39名遇难者分别来自海
防、海阳、义安、河静、广平、顺化6个省。

路透社报道，遇难者家属需要支付移交遗体
费用，每具至多2208英镑（约合2万元人民币）。
越南外交部在14日一份声明中提及这笔费用，说
先由越南政府垫付，日后由遇难者家属补交。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达卡11月27日电（记者刘春涛）
孟加拉国反恐特别法庭27日对涉嫌参与2016年
达卡恐怖袭击的8人进行宣判，7人被判死刑，另
有一人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

2016年7月1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家餐
厅遭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劫持并杀害了20名人
质，其中包括9名意大利人、7名日本人、1名印度
人和1名孟加拉裔美国人。事发后，孟政府采取
多种措施打击国内恐怖势力，捣毁多处武装分子
藏匿地点，并抓获多名嫌疑人。

11月2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欧盟委员会当选主席冯德莱
恩（前左）在投票前陈述发言。 新华社/法新

欧洲议会通过新一届欧委会委员名单

11月27日，在孟加拉国达卡，执法人员在反
恐特别法庭外警戒。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恐袭案宣判
7人被判死刑

特朗普。
新华社发

哈马斯宣布
有条件同意举行大选

新华社拉姆安拉11月27日电 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26
日晚宣布，同意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大选，但前提
是举行比例代表制选举。

哈尼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哈马斯将参加大
选，因为这有助于巴勒斯坦走出当前困境、结束内
部分裂、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的新巴勒斯坦制
度。哈尼亚承诺哈马斯将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
强调选举必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
撒冷举行。

据新华社法国斯特拉斯堡11月
27日电 （记者王子辰）欧洲议会27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投票通过了以乌
尔苏拉·冯德莱恩为主席的新一届欧
盟委员会（欧委会）委员名单，为新一
届欧委会就职铺平了道路。

欧洲议会当天以461票赞同、157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新一届欧委会委
员名单。由于英国没有提名委员人
选，新一届欧委会由27名委员组成。

在投票前，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

发表演讲，介绍新一届欧委会的政策
主张及分工情况。她强调了此前提出
的一些政策主张，包括加强欧盟的战
略自主性、大力推行“绿色新政”以应
对气候变化等。

如果一切顺利，新一届欧委会将
于12月1日就职。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也
是欧盟各机构里唯一有权提出法律草
案的机构。欧委会主席相当于欧盟的

“政府首脑”，对欧盟决策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