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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B05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全省农行通信一体化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

3.在本项目所在地域内，供应商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
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
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

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中国农
业银行禁入。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6.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
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其他要求。
供应商具有2016年1月1日以来提供过通信服务的合同（需

提供加盖公章合同复印件，合同原件备查）。
四、报名资料：
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3.联系人：何女士 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行
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
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2019年12月13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省分行公务车辆采购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

3.在本项目所在地域内，供应商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
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
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

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中国农
业银行禁入。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6.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
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其他要求。
1.机动车排放标准不低于“国六标准”。
2.小轿车为中级（含）以上级别车辆。
四、报名资料：
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3.联系人：何女士 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行
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
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2019年12月13日

采购报名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12HN0211

二、本次挂牌竞价采用现场拍卖方式进行，以单套铺面为单
位依照上述顺序进行公开处置，每份竞买保证金20万元，可以竞
买任意一套铺面，竞得铺面间数以缴纳保证金份数为限。拍卖时
间：2019年 12月 27日上午9：30时整，地点：万宁市迎宾馆如意
厅。

三、公告期：2019年12月13日--2019年12月26日。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集中报名时间为2019年 12月 24日-

2019年12月26日下午5时（保证金以到账为准），万宁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6楼小会议室；公告期内也可到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
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五、保证金账户：单位名称：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201 0215 1920
0214 669。

六、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ggzy.hi.gov.cn）查询。

七、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 道 61 号 华 夏 银 行 大 厦 18 楼)，电 话 ：66558038 吴 先 生、
66558023李女士，13398975899 蒙先生；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13日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万宁市阳光小区（二区）23套商铺及惠安居小区24套商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楼号

1号楼

2号楼

3号楼

5号楼

6号楼

房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2-101
2-102
2-103
2-104
3-101
3-102
3-103
3-104
5-101
5-102
5-103
5-104
5-105
6-101
6-102
6-103
6-104
6-105

建筑面积(m2)
115.96
238.05
249.65
277.76
239.17
230.51
316.85
240.98
263
214.7
263.52
268.19
314.69
267.49
288.88
250.89
207.05
184.66
184.66
205.65
254.97
278.65
275.03

单价(元/m2)
10476
10572
10170
10173
9975
9879
10372
10073
10271
10171
10268
10170
10370
10370
10270
10170
10171
10074
10074
10271
9975
10173
10074

挂牌价格(万元）
121.4797
251.6665
253.8941
282.5652
238.5721
227.7208
328.6368
242.7392
270.1273
218.3714
270.5823
272.7492
326.3335
277.3871
296.6798
255.1551
210.5906
186.0265
186.0265
211.2231
254.3326
283.4706
277.0652

1、阳光小区（二区）安置房23套商铺：

楼号

28号楼

29号楼

30号楼

31号楼

32号楼

房号
1号商铺
2号商铺
3号商铺
4号商铺
5号商铺
6号商铺
7号商铺
8号商铺
9号商铺
10号商铺
11号商铺
12号商铺
13号商铺
14号商铺
15号商铺
16号商铺
17号商铺
18号商铺
19号商铺
20号商铺
21号商铺
22号商铺
23号商铺
24号商铺

建筑面积(m2)
109.87
98.06
102.30
98.94
96.81
100.10
147.36
96.87
99.95
96.87
97.59
72.65
72.65
95.48
99.26
72.43
123.56
84.58
84.58
84.58
84.58
114.62
92.94
87.02

单价(元/m2)
12970
13255
13327
13683
13968
13897
14110
14253
14467
14538
14396
15179
15179
14681
14253
14609
13683
13825
13825
13825
13540
13327
13398
13113

挂牌价格(万元）
142.50
129.98
136.34
135.38
135.22
139.11
207.92
138.07
144.60
140.83
140.49
110.28
110.28
140.17
141.48
105.81
169.07
116.93
116.93
116.93
114.52
152.75
124.52
114.11

2、惠安居小区24套商铺：

遗失声明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遗失
《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诉
讼费专用缴款书 024937894X、
0249379096、0249384733、0249
384928、025955074X、02604525
22、0260453955、026046067X、
0260564989及《海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诉讼费专用缴款书
(POS专用)70份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澳东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1正2副，注册号28427406-
1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联通海口府城东门里专营店
遗失资金往来收据20本，收据号：
38070001-38071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范志红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庄
二期 D4 栋 707 房的购房票据 7
张，票据号0003087，金额10000
元；票据号0003139，金额 66909
元；票据号0002948，金额 79212
元；票据号0000657，金额 61723
元；票据号 0000750，金额 7178
元；票据号 0001676，金额 4108
元；票据号 0001650，金额 654
元。声明作废。
▲三亚黑旗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口鸿豪兴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财务章一枚（都是
备案章），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公告
海南省岛东林场：
我司定于2019年12月17日在琼
海市嘉积镇官塘白石岭大道八大
处控股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临
时股东会议，审议海南万国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海南嘉兴投资有限公
司对外转让两公司所持我司股份
一事，请按时到会。
海南阳光东海岸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 2019年12月1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昌市支行不慎遗失《房屋他项权利
证明书》原件（证号：文房他字第
98073号），特此声明。
▲东方创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7577501，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第一小学遗失坐落于东
方市八所镇解放路南侧，面积为
10717.1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为：东方国用（八所）
字第4569号，声明作废。
▲吴红燕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证
书编号为：200846005725，声明作
废。
▲海口秀英金芒果超市遗失个人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460105600057795；现声明作
废。
▲海南敦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东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6693601， 账 号 ：
46050100653600000482，声明作
废。
▲陵水椰林陵城周秀荣三鸟摊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4600090206，声明作废。
▲陈华高遗失道路与桥梁工程助
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特此
声明。
▲海口市工程监理公司发票专用
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 王 淑 珍 （ 身 份 证 号 ：
460100194306190927）因遗失海
口市龙华区金海路金海广场1幢
303房、504房的海口市龙华区玉
沙村外来户回迁选房安置凭证原
件；改造玉沙村外来户拆迁补偿安
置实物补偿结算补充协议原件；玉
沙村原村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
上材料，现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福赢家居用品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0106600281575，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王鹏家居用品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各一本，
注册号：460106600287090，现声
明作废。
▲海南亿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海南铭诚联众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东方东海支
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33347001，账 号 ：
46050100643700000117 及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纬通测绘队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03774268000，声明作废。
▲海南翡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众鑫达房地产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0757214009，声 明 作
废。
▲陵水理想纸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德村委
会儒张村民小组遗失公章，声明作
废。
▲海口军供服务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1）号 ，注 册 号 ：
4601001002709，声明作废。
▲陈云雨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990015042501，特此声
明
▲郑欣奕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现场编
号：D118，登记编号：226，声明作
废。
▲张铭洤遗失四季康城二期A区
3-2-1702房维修基金收据，收据
号：XR0002386，金额：5701.20，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临高澜江医院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28MA5RHG9W6M)，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529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300万元人民币，

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我司定于12月31日14:00在海口

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8楼会议

室召开股东会，请各股东参会。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放弃股权声明公告
本人廖俊杰为海南松二发科技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CR466D)的合法

股东之一，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持

有公司百分之十(10%)的股份。本

人想退股，但与法人兼股东（徐金

松）多方联系未果，现本人廖俊杰

声明自动放弃股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如果公司后期发生任何经

济纠纷，均与我无关。

声明人：廖俊杰

放弃股权声明公告
本人廖俊杰为海南松金徐科技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CR3U6D) 的 合

法股东之一，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

持有公司百分之十(10%)的股份。

本人想退股，但与法人兼股东（徐

金松）多方联系未果，现本人廖俊

杰声明自动放弃股权，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如果公司后期发生任何

经济纠纷，均与我无关。

声明人：廖俊杰

认婴公告
女，姓名洪语年龄约
7 岁于 2012 年 7 月
22日在叉河镇老宏
村旁被捡拾，女孩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
逾 期 将 被 依 法 安 置 。 电 话
18789759458联系人:洪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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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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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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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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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股权声明公告
本人廖俊杰为海南徐松松贸易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CR4A9T) 的 合

法股东之一，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

持有公司百分之十(10%)的股份。

本人想退股，但与法人兼股东（徐

金松）多方联系未果，现本人廖俊

杰声明自动放弃股权，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如果公司后期发生任何

经济纠纷，均与我无关。

声明人：廖俊杰

放弃股权声明公告
本人廖俊杰为海南金金金商贸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CR4230)的合法

股东之一，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持

有公司百分之十(10%)的股份。本

人想退股，但与法人兼股东（徐金

松）多方联系未果，现本人廖俊杰

声明自动放弃股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如果公司后期发生任何经

济纠纷，均与我无关。

声明人：廖俊杰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190409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国用（01）字第0819号，权利

人姓名：邓庆有，不动产坐落：临高

县临城镇红卫西街11号，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

十二条规定，申请补证，以上不动

产权证书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4月9日

公告
海南金晟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豪、陈文蓉、陈

秋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

案字〔2019〕第150--152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2019〕第

146、147号仲裁裁决书及海劳人

仲决字〔2019〕第 32号仲裁决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及仲裁决

定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595571），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2日

公告
我司与卢昌鹏、许声锚、魏生虎、苏

红雨、蔡亲琳、蔡汝艳、蔡玉娟、黄

昌胜、董容、李海军、黄民、罗泽景、

王荣强、王燕观、何伟、王威巍、蔡

颜、蔡於君、王珊、林磊等签订的乾

顺大厦优先选房协议违反了有关

规定，政府要求限期改正。公司已

下发解除通知书，部分客户地址不

详，现登报，即日起终止所有乾顺

大厦之前签订的优先选房协议。

请各客户十日内与我司联系，领取

退款。为了避免损失，我司将办理

公证提存。如有疑议，可到公司面

议或到人民法院起诉。

海南慷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照华

电话：13111956999

▲韩林畴遗失坐落于铺前镇林梧
村委会良坑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集用（2010）第 027090
号,特此声明。
▲邓廷飞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现场编
号：K5，登记编号：510，声明作废。
▲海南洋浦晋泰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丽朱遗失恒大·美丽沙0102
地块13号楼的302房认购书，编
号：HN1800168，声明作废。
▲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品味生活用品商行遗
失中国光大银行海口蓝天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
39230188000073789，核 准 号 ：
J6410009929901，特此声明作废。
▲陈少萍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口市
新华北路60-62号202房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37834号，特此声明。
▲海南省自然保护发展研究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5038658589，声 明 作
废。
▲底玉堂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景业清水
湾3号三期K2-1003房的房款收
据两张，收据编号：0009344（金
额：100000元）、0009381（金额:
578446元），现声明作废。
▲王允雄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蒲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03615号，
声明作废。
▲符林义、符林志不慎遗失座落于
东方市八所镇文通村的农村宅基
地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集用
（2011）第17567号，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市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海口市狮子岭工
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和《海口市云龙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公示启事

为落实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战略部署，明确我市产业园区功
能定位及产业发展方向，优化园区功能布局，完善园区生产生活设施，合
理布局产业发展空间，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我局组织编制了《海口市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海
口市狮子岭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和《海口市云龙产业园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目前已形成阶段成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
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地
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1房，邮编：570311；（3）
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联系
人：余小兵；电话：6872439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3日

关于《琼海市嘉积镇温泉墟和万石墟两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镇温泉墟和万石墟两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
编制完成，规划范围为温泉墟和万石墟区域内开发边界用地,以

“多规合一”开发边界为界。规划范围面积为154.08公顷,其中温
泉墟建设面积12.93公顷、万石墟建设面积128.27公顷。为了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12月13日至1月11日）

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
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690068002@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嘉积镇人民政府；地址：琼海市嘉

积镇爱华东路1号嘉积镇政府大楼；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

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镇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935506，联系人：冯尔雄
琼海市嘉积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