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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陈名禧遗失座落于文昌市锦山
镇园堆村委会南来坡村的房产证，
证号为：048181，特此声明。
▲ 陈 志 兴 （ 身 份 证 号 ：
460100520228033）遗失坐落于
海口市龙华区八灶村159号的海
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
价一份，顺序号：0628，现场编号：
B2-87,特此声明。
▲三亚傲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MA5T1FB33M ） 公
章、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苏文景遗失坐落于文城镇青山
村委会青山三村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文集用（2010）第004368
号,特此声明。
▲张晓丽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税号:460028197110230880，
声明作废。
▲韩玉花遗失坐落于南新村委会
新屯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
文集用（2010）第005129号,特此
声明。
▲符振统、王蕾遗失坐落于定城镇
塔岭新规划区塔东路西侧恒吉花
园小区C1栋602房的房产证，证
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7082
号，声明作废。
▲海南港泰来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朱喜杰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2018年40083，声明作废。
▲海南永兴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东风柳州载货车（型号：
LZ5041CCYL3AB）合格证，合格
证编号：WDR07C0KL618519，车
架号：LGGC0A127KL618519，发
动机号：SC1L1K00273，底盘号:
KL618519,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定安县定城镇茅坡仔村民委员
会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6410010301703，声明作废。
▲田喜祥遗失坐落于万宁市兴隆
旅游区康乐园酒店大堂南侧4号
别墅5833房的房权证，证号:万宁
市房权证兴隆字第1304884号，声
明作废。
▲万宁瑞可矿业有限公司永飞分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600242000664，声明作
废。
▲三亚宜百家超市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邢章明不慎遗失林权证，证号
为：五府林证字(2010)第 005613
号，声明作废。
▲保亭盛发苗圃花卉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5056350595G,不慎遗失
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绿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澄迈县房产预售许可证，预售
许可证：[2013]澄预字047号，现
声明作废。
▲陈海浪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90030020108002716，流水号：
460000220215，声明作废。
▲陈菊秀不慎遗失大勇商厦四层
三排18号铺面保证金单一份。保
证金单金额为14400元，现声明作
废。
▲钟福盈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29197211100213，流水号：
4600056564，声明作废。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19]430号

李玉珍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相
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
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博爱南路155号,宗地四至为:北
至巷道;东至卢献英用地;南至陈
雄;西至巷道,土地总面积为52.2
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
用权权属确认给李玉珍。凡对上述
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
15天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
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
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
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
权属进行确认。特此通告。联系
人:陈女士, 65360879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罗天宁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0栋308号房的1张客户交房结
算付款单据原件（编号:0000373、
金额：5495元），现声明作废。
▲张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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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栋1603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
流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
0003505、金额:12080元)，现声明
作废。
▲贾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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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和1张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
交接单原件（编号DZ:0001799、
金额:144000元；编号:0003703、
金额:3224元）现声明作废。
▲连锦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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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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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DZ: 0001641、金额:
10000元）,现声明作废。
▲杨大传遗失坐落于陵水县陵城
镇北斗电信局宿舍区房权证，证
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3346号，特
此声明。
▲崔关炳于2019年12月14日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24196703050033，声 明 作
废。
▲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后山社区
卫生服务站周媛媛遗失2018年05
月21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
士 执 业 证 书 一 本 ，编 号 ：
201846001039，声明作废。

比选公告
现我司所管辖物业小区需要选择

维修合作单位，请具有相关营业范

围及资质条件的意向单位于2019

年 1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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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生 1878976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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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购房合同通知
买受人成军，于2017年3月5日与

我司签订编号为WNL000031795

的《万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所

购房号为南洋印象A区4号楼2

（层）4-208（房号）。因买受人未

按期履行主要债务，我司依法解除

合同。特此通知！

万宁海友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6日

车辆处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指

山市支行拟定于2019年12月24

日公开处置金杯面包车1辆（车架

号：LSYHGBCG7DK094200），望

有意购买者前来竞价（参与处置车

辆竞买人须有购买车辆上牌的资

格）。联系电话：86622533。

中国农业银行五指山市支行

2019年12月16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
大美村脱贫攻坚中队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选金遗失琼海市建没工程规
划临时许可证，证号：96041B，声
明作废。

迁坟通告
经海垦控股集团,琼海市政府批
准,目前正在对位于G98东线西
侧、东红服务区南面、东红农场新
街东边、新街与大路镇连接线北侧
以及东红农场新街以西、大鹤水库
以东、知青路以南、水东村以北的
两个区域开展国有划拨土地回收
工作,涉及到项目区域内的坟墓需
要迁移,请在该区域内的坟主于本
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0年1月20
日前到我司东红农场基地管理中
心国土组办理迁坟、补偿等相关手
续,逾期不办视为无主坟处理。特
此 通 告 。 联 系 电 话:
13078965693李先生

海南农垦红昇农场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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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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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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建筑公司
具有相关建筑市政公路水利机电

等专业，电话：133798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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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赛恩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探
矿 权 证 ， 证 号 ：
T46120080702010961，声 明 作
废。
▲海口龙华韦方模超市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60098179，声明作废。
▲海南金牛印刷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合同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澄迈马村广达商店遗失工商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27600041901，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童乐幼儿园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4317802，声明作废。
▲文家蕃遗失土地使用证，证号：
府城-01995，声明作废。
▲海口中意船舶机械配套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何逢山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70012000986，特此声
明。
▲东方八所新新东方新娘婚纱摄
影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7600039647，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本色百货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31314033，声明作废。
▲三亚盛世恒意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周文英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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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DZ:0000587 、金额:
58元），现声明作废。
▲广东深华消防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海口分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三亚海洋丽星商务有限公司
（914602005839344453）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联系人:岳晓芳 0898-
88815868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05执恢294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诚
灿信贸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李
浩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
为本院作出的（2017）琼0105民初
8126号民事判决书。在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
位于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西侧
的 贰 套 房 产（ 房 产 证 号 ：
hk108404、hk108408），现拟对贰
套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
产权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提出书面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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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车辆处置公告
我行拟定于2019年12月24日前
处置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车牌
号：琼 D41058，车架号：LVG-
BH42K67G048494），望有意购买
者前来竞价（参与处置车辆竞买人
须有购买车辆上牌的资格）。
联系电话：2772287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沙
县支行

2019年12月16日

广告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铺面竞租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1月3日上午10：30在我司拍卖大厅按

现状公开竞租以下铺面承租使用权：

一、以上铺面整体竞租优先。二、报名及展示时间：2019年12
月17日至2020年1月2日16时止。三、有意竞租者请来我公司
领取铺面竞租文件，并于2020年1月2日16时前缴纳竞租保证金
并办理竞租手续。地址：海口市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
层。电话：0898－32855875，13322006990。

序
号

1

2

位置

海甸岛海达路
17 号邮政综
合楼东侧铺面
海甸岛海达路
18 号邮政综
合楼南侧铺面

数量
（间）

1

1

铺面使
用面积
（m2）

228

175

租赁
年限

5年

5年

铺面经营
使用要求

不得用于
经 营 饮
食、酒吧、
炮 竹、煤
气等行业

竞租
参考价

130元/
m2·月

130元/
m2·月

竞租保
证金
(万元)

15

15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1036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26日10时至2019
年12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
auc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汽车配件一批，保证金30万元。
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

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
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
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陆海口海关网址查询。

标的展示：2019年12月23日至24日（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
约，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备案。）

展示地点：海口海关私货仓库。
电话：0898-66753060、13005084060 。
公司地址 :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幢A1003房。
海口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2。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23日16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机动车5辆,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91223期）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2月
22日12时止。咨询电话：0898—69388888,报名地址：海口市渡海
路88号海口外滩中心一期华府天地1号楼A座602室。特别说明：
竞买人须取得海南购车指标，提档外省（符合当地要求）除外。

序号

1

2

3

4

5

车牌号

琼C2K123

琼E10156

琼C23396

琼C22871

琼C23816

型号

奥德赛HG6481BAA
别克SGN6515ATA

雅阁HG7201
海马CA7130
海马HMC7161

登记时间

2012.11
2010.01
2003.04
2002.11
2003.12

车辆类型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参考价

21000元
3000元
309元
239元
250元

车辆拍卖公告
我行拟定于十二月下旬对1辆别克英朗业务用车进行公开竞

价拍卖处置，购于2011年，拍卖底价25000元。采用现场竞价拍
卖方式，以出价最高者中标。

1、报名条件:区内外单位或个人均可参加
2、报名时间:自本公告日起至第5个工作日止。
3、报名材料:单位需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盖公

章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身价证及复印件等;其他组织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个人报名请
需本人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

4、报名地点: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凯丰城市广场农行洋浦
分行风险管理部

5、联系电话:28831561，13907587758联系人:李先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分行

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据新华社西昌12月16日电（李
国利 邓孟 刘艺）我国16日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一箭双星”再次成功发射
两颗“北斗星”，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
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

至此，北斗三号全球系统24颗中
圆地球轨道卫星全部成功发射。中国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
说：“这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
星座部署完成，北斗全球服务能力全
面实现，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性能优异
的导航服务。”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
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09年正
式启动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据了
解，北斗三号由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
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组成。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北斗三号
全球系统的主力卫星。根据我们的设
计，24颗卫星均匀分布在约2万公里
高空的3个轨道面上，每个轨道面有8
颗。”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说，

“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在任何时间在
全球的任何地点，都能看到五六颗卫
星，这也是中国北斗能够提供全球服
务的前提。”

24颗卫星中，有14颗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抓总研制，10颗由中国科学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杨长风
说，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研制期间，通过
强化产品多家布局，组织多方同步攻
关，极大加速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
动形成了良性互利的发展局面，为确保
系统快速高效组网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北斗系统创新工程管理模
式的重大举措，是推动重大航天工程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
索。”杨长风说。

16日15时22分，“80后”01指挥
员白春波下达口令后，乳白色的长征
火箭托举着北斗双星飞向太空。这是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第108次发射，
也是长征火箭第321次飞行。

“从2007年发射首颗北斗二号导
航试验卫星的12年间，长三甲系列火
箭用38次圆满成功的完美表现，护送
53颗北斗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中国
科学院院士、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
箭总设计师姜杰说。

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卫星进
入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随后
宣布发射圆满成功。

我国“一箭双星”再发两颗“北斗星”

新华社西昌12月16日电（李国
利 张文科）我国16日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第52、53颗北斗导航
卫星，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
署完成的同时，创造了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组网速度的世界纪录。

近几年，北斗系统迎来高密度发射
期。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

杨长风在发射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2017年首次发射北斗三号全球组网
卫星以来，实现18次发射连战连捷。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
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09年启动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2017年11月
5日实现全球组网卫星的首次发射。

杨长风介绍说，在工程7大系统、

300多家参研参建单位、10万余名科
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仅两年多时间，
就连续成功实施18次组网发射，将
28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和2颗北斗
二号备份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以
平均每月发射1.2颗卫星的高密度，
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
世界纪录”。

中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
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
步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年
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
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
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
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目前，北斗三号工程建设已进入

决战决胜冲刺阶段，我们计划，2020
年 6月前发射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
星，全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为全球提
供更优质服务。”杨长风说，与此同时，
已经启动北斗系统接续发展的总体论
证和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计划于
2035年前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的
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中国北斗创下组网速度世界纪录
明年6月底前全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

图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箭双星”成功发射两颗“北斗星”。 新华社发

埃尔多安威胁关闭
土境内两座美军基地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5日
警告，如果美国方面施加对土制裁，土方可以关闭
境内两座美军基地。

埃尔多安15日接受土耳其一家电视台采访
时说：“如果我们有必要采取这一举措，我们当然
有权（这样做）……如果有必要，我们将关闭因吉
尔利克（基地）。”

因吉尔利克基地位于土耳其南部，是美国在
中东地区主要空军基地之一，充当美方在叙利亚
和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存有
美军核弹头。

埃尔多安说：“如果他们以落实那些制裁相威
胁，我们当然要报复。”

除因吉尔利克基地，土耳其同样可能关闭库雷
吉克雷达基地。库雷吉克雷达基地位于土东部马拉
蒂亚省，部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导系统预警雷达。

土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先前说，如
果美方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制造的S-400型防空
导弹系统为由施加制裁，土方将关闭这两座基地。

美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接受德新社记者采访
时说，美方把驻土耳其的美军视为双方在北约框
架下长期军事合作的象征，国防部将努力保持合
作关系，同时敦促土方推行具有建设性的政策以
化解分歧。

尽管同为北约成员国，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
近期因为土耳其购买S-400、越境打击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美国国会参议院认定大批亚美尼亚人
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遭“屠杀”等事宜恶化。

埃尔多安15日暗示，土耳其议会可能把大批
印第安人在北美殖民地时期遇害认定为“屠杀”，
以回应美国国会12日通过认定亚美尼亚人遭“屠
杀”的议案。

土耳其指认美方通过上述议案是“政治秀”。
土外交部副部长塞达特·厄纳尔13日召见美驻土
大使戴维·萨特菲尔德，向美方抗议。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杨薇

南航实现全舱自动抢票 助力旅客春运出行又是一年春运，逢年过节“一票难求”
的现状影响着旅客的出行计划和出行体
验。2019年1月19日，中国南方航空重
磅推出“自动抢票”功能，支持旅客在航班
经济舱售罄后通过南航App进行自动抢
票，2019年春运期间整体抢票成功率高
达80%，帮助万千旅客实现了与家人团
聚和外出度假的美好愿望，且无任何“加
价购票”费用，获得了旅客的一致好评。

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南航
于12月12日全新升级了抢票产品，扩大

抢票范围，实现头等、公务、明珠经济及
经济舱全舱可抢；优化了抢票截止时间，
广州始发最晚可抢航班起飞前75分钟
的票，抢票成功率将得到提升；优化了订
单入口方式及系统处理逻辑，提升了抢
票功能的实用性与易用性，逐步实现“便
捷、安全、公平”的抢票体验。

全新升级的南航“抢票”功能，体现

出以下6个主要亮点：
一是操作便捷。当旅客所查询的南

航航班舱位售罄时，可点击“抢票”按钮，
随后根据界面提示进行操作，只需3步
即可完成下单，十分便捷。

二是安全规范。南航抢票功能目前
仅在南航App开放，需本人身份认证后
才能进行抢票，支持微信免密支付，抢到

票后自动付款，无资金占用风险。同时
南航建立后台风险防控机制，保障全流
程的用户信息安全。

三是公平公正。对比第三方抢票软
件的加价抢票，南航抢票功能全程无任
何附加手续费，余票产生后按用户下单
时间先到先得，保障每一名用户享有平
等购票权益。

四是选择丰富。旅客可以对抢购航
班、抢购舱位、抢购截止时间等进行自由
选择，充分满足个性化购票需求。

五是安心无忧。旅客下单后，南航
后台系统将全天24小时监控航班座位
情况，有空余座位即为旅客自动出票，同
时南航95539客服热线全天候提供客服
咨询服务，免除旅客后顾之忧。

六是成功率高。通过南航App官
方渠道抢票，比其他第三方抢票服务更
快、成功率更高，助旅客春节回家、日常
出行快人一步。

秉承“旅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南航
自推出“南航e行”以来，推出了诸如极
速退款、航班动态、提前选座、南航钱包
等多项贴心服务，持续完善航空出行的
服务细节，不断满足旅客美好出行需求，
帮助旅客实现“一机在手，全程无忧”。

（本版策划、撰文/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