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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B04

供 求

遗失声明
三亚天玺尚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2-2，公
章，账务专用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REDT07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瑞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肖兆禄,2017年海南
省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
书，证书编号：2017014122。特此
证明。

遗失声明
海口海甸新万福专营店遗失联通
收据，编号:00557501-005580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兆恒绿色生态有限公司于5
月份遗失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69034MA5RCTRC54）
正、副本原件；公章、财务专用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定城百乐基餐厅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69025600069
929；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5012719760225003XJ2，声 明
作废。

印章遗失声明
海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陈
干）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原
公章，财务章，法人（陈德兰）印鉴
遗失，声明作废。
▲俞自谋遗失坐落于文昌市会文
镇会文村民委员会家屯东村的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文 集 用
（2011）第049962号,特此声明。
▲海南凯迪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琼海供电局开具的海南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
4600191130； 发 票 号 码 ：
02232732，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市县专辑制作中心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60100780706900，声明作废。
▲海南慕尚名仕汇娱乐有限公司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慕尚名仕汇娱乐有限公司
财务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慕尚名仕汇娱乐有限公司
合同章破损，声明作废。
▲蔡玉珠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
469034201801826号，特此声明。
▲ 邢 春 苗 ，身 份 证 号 码
460022197905083222，于 2019
年 10月 29日在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
遗失，编号：T460104619，声明作
废。
▲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廖远泊律
师于2019年12月17日遗失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为：14601201630637704，
流水号为：NO.10649928，现声明
作废。
▲文玉光不慎遗失经营性道路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资格证号：
460007198105087234，证件流水
号:4600049362，声明作废。
▲临高临城不单服装店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登 字
460028198001106826号，声明作
废。
▲海南嘉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座落于文城镇景林路的国有
土地证，证号：文国用（2015）第
W0104235号，声明作废。
▲澄迈县妇幼保健院原公章损坏，
声明作废。
▲符君（46010219870815126X）
遗失海口市美兰区龙岐村片区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中购买
住房，商业用房协议，登记顺序号:
0355 － 2，征 收 现 场 编 号:
CB194－2，特此声明。
▲原腊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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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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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385、金额:5000
元）,现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骏业家具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7MA5T34R793，声明作废。

合同解除通知
张汉萍、海南东宝贸易有限公司：
你方租赁位于海口海阔天空国瑞
城4幢一层03号商铺自2018年8
月15日拖欠租金至今，经我方多
次催要未果,现依法通知你方：自
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届满60日，正
式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书》。请你方在2020年02月18日
前搬离所承租的商铺，支付欠缴租
金，清理屋内所有物品（包括装修
附着物等），逾期未搬离、清理的物
品均视为你方放弃权利或丢弃物
品，我方不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保
留进一步追究你方违约责任的权
利。特此通知！

产权人：郭丽霞
2019年12月18日

公告
海南君鸽置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崔付元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19〕第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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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522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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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8日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张裕浚拟继承张健遗留的其与海
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签订的《龙华
区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项下
权益【坐落在海口市Y-10地块小
区1号楼503号房、面积：110平方
米】，如有利害关系人有异议，请即
日起七日内向本处提起。
联系人：张煜公证员
电话：68563965。

公告
海南家家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冯斯杰、吴英蓉、
潘在团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
人仲案字〔2019〕第467、47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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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下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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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催告函
海南天明农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我方承包你公司的消防工
程，现工程量已完成70%，按合同
你方应支付合同价60%工程款，发
票2019年 4月 26日已送达你公
司，但你方至今未付清进度款，恶
意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工期延误。
现正式通知你方：请在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7日内，付清60%工程款。
若逾期仍未执行，我方将追究你方
违约责任，一切损失将由你方承
担。请你方见报后，尽快联系我方。
联系人：王先生。特此公告。
海南集安自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琼中分公司

2019年12月17日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催告通知书
儋州海科养殖有限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
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限你公司自登报之日起30日
内到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
理缴纳海域使用金及滞纳金，逾期
未缴，我局将依法予以注销你公司
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并通过
诉讼途径追缴所欠海域使用金及
滞纳金。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郜传亮 340322198205194611 根
据：海口新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
海南海之国旅业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海口新国旅
旅行社有限公司已将对贵方享有
的145373元债权及附属权利转让
给海南海之国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并以邮寄送达贵方。因贵方拒收/
地址无人签收，现特公告通知贵
方，请贵方向海南海之国旅业投资
有限公司履行债务。
通知人：海口新国旅旅行社有限公
司

海南海之国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

资产清算第三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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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公告
符积厚，系文昌市东路管理所职
工，1973年11月28日出生,1991
年 12 月在我单位工作，因你从
2007年至今从未在岗上班，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请你见
公告之日起两日内到文昌市东路
水库管理所报到，如逾期未归，我
单位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有关规定跟
你解除劳动关系。
联系人：李强
联系电话：0898-63431037

13976702398
文昌市东路水库管理所

2019年12月16日

解除合同通知
海南定安南尧沉香文化产业园有
限公司：贵司与我方签订的《文龙
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贵
司已违约。我方已将《解除合同通
知书》送贵司原办公处。因贵司地
址变更，现登报通知并依相关规定
见报日起解除合同，请贵司10日
内来办理手续，否则贵司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特此通知。
定安县富文镇高塘村委会文龙一、
二、三、四村民小组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王国光名下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环
城西西侧金龙新村的土地，国有土
地使用证：金江国用（2000）字第
2795号，因不慎遗失，根据权利人
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将该
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如有异议
者，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以书面及相关证明材料向我中心
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我中心
将补发新《不动产权证书》。特此
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2月16日

注销公告
海南麦芽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拟
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中心
办理事宜。

社会保险费缴费通知书
三劳监社通〔2019〕9号

三亚四海渔港餐饮有限公司：
王绍万、潘春莲、钟夜秀、黄业棉等
4人投诉你单位未依法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费一案。经我支队调查，
情况属实。三亚市社会保险事业
局按程序核算，应补缴数额如下：
本 金 254201.43 元 ，滞 纳 金
158240.50 元 ，合 计 412441.93
元。请在收到此通知书后5个工
作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
务局进行补缴。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898-88601735）

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2019年12月13日

▲王江（于2019年12月16日）不
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022197303030051,特此声明。
▲五指山哲翔装修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私章（张海威），声明作废。
▲海南烁飞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俊然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广州南建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琼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0715202，特声明作废。
▲黄小安遗失中南西海岸A17-
1-503房的契税款收据一份，编
号:0044288，金额:2613元，声明
作废。
▲王忠安遗失《漁业船网工具指标
批准书》一本，编号：（琼）船网
（2019）Y-100044号，现声明作废。
▲昌江林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峥在海南省万宁市山泉海小
区20栋楼710号房交纳契税收据
一张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市潭牛镇大昌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3773601，编 号 ：6410-
00198321，特此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屯新村委会第十
四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顺和云南人土特产专
卖分店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顺和云南人土特产专
卖店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刘广民电器商行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20757601，声
明作废。
▲海口琼山志扬水吧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71194047，声明作废。
▲黄健玉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80013003773，特此声
明。
▲林威仪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八灶
片区棚改拆迁协议，现场编号：
B2-71，档案编号：BZ1167，登记
顺序号：0017,声明作废。
▲（经营者：张斌）琼A23352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证 号 ：
460100600133182，声明作废。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李述冲（曾用名：李述聪）名下位于

澄迈县白莲镇东区南供销社商场

南边的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白

莲国用（1996）字第55号，因不慎

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

告作废，如有异议者，自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及相关

证明材料向我中心提出，公告期满

无异议的，我中心将补发新《不动

产权证书》。特此公告。澄迈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2月16日

注销公告
陵水哈赛黎锦工艺农民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为:93469034MA5RJJ

PA7B拟向陵水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到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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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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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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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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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730号

关于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兰秀红与被执行人姜军、符汉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兰秀红在仲裁阶段向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查封被执行人符汉光名下位于海口市蓝天路西21号汇亘大厦301-2房产[产权
证号：HK200009]、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坡博路房产[产权证号：HK236904]以及其持有的海南城昭投资有限公司32.5%的股权，查封被
执行人姜军持有的海南城昭投资有限公司32.5%的股权，现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
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
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昌江市监食〔2019〕1号
昌江日达贸易有限公司：

本局于2018年6月21日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
处罚决定书》（昌江）食药监食罚（2018）008号）。你单位在法定
期限内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没有履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局
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
定书》确定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
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钟海菊 联系电话:0898-26652946
昌江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0月27日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在本公司拍

卖厅拍卖：
1.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鸿洲江山西北侧旁15亩的城镇

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参考价3500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
元。2.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63-1号南光·西海湾147#－
1～1层102房（跃层）及 地下两个车库；房产证号为琼（2018）海
口市不动产权第0009063号；房屋建筑面积245.45m2（套内建筑
面积203.39m2）。参考价470万元，车库15万元/个，竞买保证金
60万元/整体。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2月25日
17：00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
理。电话：0898-68522193、13976113935。网址：www.ronghepm.
com。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威特低碳制造产业园——新增喷漆
室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威特低碳制造产业园——新增喷漆室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秀英区美安大道8号，项目建成后将具备喷涂综合配电箱、耐候型箱
式变电站等设备结构件12000件/年的生产能力。

报告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址链接：
“http://www.chinaweite.net/news/?419.htm”。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
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电子邮件、信

访等方式提交给建设单位。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美安大道8号，联系
方式：洪工，13807680060，honggang@vip.163.com。

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2019年12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北
京举办首届“工行小微客户节”，发布“万家
小微成长计划”，全面推出以“融资+融智+融
商”为核心的普惠金融服务2.0，致力于更好
地服务实体经济、加快自身经营转型。工商
银行董事长陈四清、行长谷澍、副行长胡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等单位有
关负责人及小微企业家代表出席。

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致辞中表
示，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
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对小微企业发展高度
重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随着各
项政策措施的落地，小微企业营商环境进
一步改善，企业家精神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施展才华的舞台更加广阔。工商银行始终
与小微企业风雨同舟、携手共进，近年来进
一步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步伐。截至11月末，

全行普惠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48.2%，高于
各项贷款平均增幅38.9个百分点；小微贷
款平均利率4.52%。举办“工行小微客户节”
及相关配套活动，共同庆祝属于广大小微
奋斗者的节日，将进一步营造弘扬企业家
精神、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推动
全行普惠金融服务持续提升。下一步，工商
银行将重点围绕“一个中心、双轮驱动、三
大产品线、四项突破”发展路径，打造普惠
金融综合服务第一银行、小微客户首选银
行，力争保持普惠贷款增长30%以上，普惠
贷款三年翻一番，形成具有工行特色的普
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

其中，一个中心，是以数字化转型为中
心，使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更加智能、高效、
精准，进一步纾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双轮
驱动，是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构建一站式、

立体化、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网络，持续
扩大普惠服务广度和深度。三大产品线，是
做强经营快贷、网贷通与数字供应链等“三
大产品线”，围绕“数字普惠”，持续创新和
完善普惠金融产品。四项突破，是持续升级
改进综合服务、生态场景、流程渠道、科技
架构，实现从“单一贷款提供商”向“综合服
务提供商”、从“单一场景”向“共享生态”、
从“产品中心”向“客户中心”、从“电子银
行”向“智慧银行”转变，为小微企业提供更
加全面、更加方便、更加智慧的服务。

发布会上，工商银行行长谷澍发布了
“万家小微成长计划”。根据计划，工商银行
将用3年时间，为1万家小微企业提供“滴
灌式”精准服务，推动其成为“三个一批”领
先企业，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千千万
万小微客户共同成长。“三个一批”即培育

一批小微企业成为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
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小微企业知名品
牌，支持一批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成长为中
型企业。工商银行将为纳入“万家小微成长
计划”的小微客户建立专门的成长档案，配
备专属金融顾问，制定专项发展计划等。

为全面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工商
银行在去年发布的普惠金融服务1.0基础
上，推出了以“融资、融智、融商”为核心的

“普惠金融服务2.0”。在“融资”方面，在原
有的三大产品线的基础上，推出一批服务
小微的新融资产品。如面向代发工资企业
推出“用工贷”，满足企业用工、发薪需求，
相应资金可惠及千万劳动者家庭；推出“跨
境贷”，为15万进出口型小微企业提供超
1500亿元的授信，资金价格优惠，助力企业
降费增效；联合合作伙伴推出“云闪贷”，帮

助小微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在“融智”方
面，工商银行将广泛开展“千名专家进小
微”、创业训练营等活动，将小微客户请进
来，将专家服务送出去，帮助小微企业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面向全部小微客户开放“融
智e信”咨询平台，为小微客户提供全面、专
业的线上资讯服务。通过专家服务与咨讯
产品相结合，帮助小微客户科学决策，应用
新技术、拓展新领域、实现新发展。在“融
商”方面，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机构、客户
方面的优势，帮助小微客户实现商业拓展。
如打造“中欧企业家大会”“非洲拉美经贸
洽谈会”等撮合平台，助力小微企业融入全
球资金链、产业链、价值链；运用工商银行

“融e购”平台，为小微客户开辟业务新渠
道，构建经营新场景，开拓商业新空间。

据了解，2018年工商银行推出普惠金

融服务1.0，发布了“一平台、三产品”，一年
多来已取得显著成效。其中，信用类的“经
营快贷”已为近百万客户授信超5000亿
元；抵质押类的“e抵快贷”余额突破1200
亿元，成为今年普惠金融领域的爆款产品；
交易类的数字供应链方面，已与3000多家
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并利用区块链技术打
造“可拆分、可流转、防篡改”的数字信用凭
证，将核心企业信用延伸到产业链末端的

“长尾客户”，以金融力量赋能全产业链发
展。同时，工商银行广泛开展“工银普惠行”
主题活动，动员全行开展“三联动”（联动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会、融资性担保机构）、

“三走进”（走进园区、市场、核心企业），将
普惠服务送到广大企业身边。积极开展“百
行进万企”，携手各方为小微企业提供覆盖
经营、管理、投融资的综合服务，支持培育
各领域的优秀企业。联合税务、海关等部
门，积极将普惠金融服务提供给小微企业，
推动形成“几家抬做普惠”的良好氛围。

工行全面升级普惠金融综合服务

声 明
我司近期发现三亚保利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在企业名称中

违法使用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保利地

产”，现我司严正声明如下：

1、三亚保利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开展的一切经营活动及使

用“保利地产”商标的一切行为，均与我司无关，由此引发的

一切法律责任由三亚保利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承担。

2、对于三亚保利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使用“保利地产”商标

的行为，我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保利（海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