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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友爱医院原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各1枚已遗失，现声明
作废。

▲澄迈县福红智力学校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3721101
声明作废。▲本人董金娇不慎遗失儋州恒海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 2 号岛澜湾 2 号
1608号房，收据编号0238547，金
额82574元，特此声明作废。▲叶兹健（于2020年1月1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9005200311184516，特 此 声
明。▲徐树发遗失收款收据单，收据号
码：0142888，声明作废。▲陵水文罗供销社化肥农药门市
部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定安县南海医院遗失海南省医
疗门诊收费票据一张，编号：
0890501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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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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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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声明
本人谢燕珊于2013年1月22日遗
失身份证460102199006080027,
住址：武汉市洪山区政院路1号,签
发机关：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自
遗失日起任何人以此身份证，作为
证明签署文件均非本人授意。由此
引起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本人一
概不予承担，特此声明。

▲张德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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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号商铺，
收 据 编 号 0084280，金 额 5498
元。特此声明作废。▲侯卓旭遗失新闻记者证，证号：
G46000155000420，特此声明。▲杨芳在2020年1月20日不慎遗
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341124199108051827，特 此 声
明。▲澄迈永发皇家九五手机城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海南澄信投资有限公司原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姚哈男、霍达不慎遗失坐落于海
南省乐东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
湾温泉家园二期19幢 2518号的
房产证，证号：SPF201302774号、
SPF201302774-1 号，现声明作
废。▲刘鑫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08-1004购房相关收据1张，编
号HN0007233房款，声明作废。▲高冬凤遗失海南闽庄园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庄园豪都小区2-26幢
909号房收款证明收据两张，编号
分别为：0003251、0005171，现声
明作废。▲李岩遗失海南保亭闽庄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庄园御景2#3A07
收款证明收据3张，编号：0003497
号、0003250号、0001671号，声明
作废。▲昌江石碌宏强商店遗失农行昌
江支行营业部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6410010185501，账 号
21794001040000539，声明作废。▲昌江黎族自治县军粮供应站遗
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昌江黎族自治县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1502903，声明
作废。

公告
海南杰盈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超、符建淦、朱
春娜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
仲案字〔2019〕第 114、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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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167、168、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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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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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1日

注销公告
海南尚宜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 号:91460100MA5RE3DC6R）

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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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本司办理事宜。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1）字第

49307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984号

钱梅秀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大英村96号,使用权面

积为35.84平方米的海口市国用

（2001）字第 49307 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

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

异议,我局将依法给钱梅秀补发上

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赵女士

65360879。 2020年1月21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民政厅信息中心拟向海南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注销,

请债权人见此公告之日起90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

放弃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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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查
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如需纸质报告，可致电规划实施单位或评价
单位。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如下：http://qionghai.
hainan.gov.cn/xxgk/gsgg/;二、征集公众意见的范围:该规划
范围内的居民、村民和社会公众;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可通过信函、电邮等方式反馈意见。

规划实施单位：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通讯地址：琼海市中原镇康祥路12号综合服务中心三楼，联系
人：柯工，联系电话：0898-62813325，电子邮箱：498697679＠
qq.com。

环境评价单位：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通讯地址：海口市美
兰区白驹大道98号，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0898-66710452，
电子邮箱：hnhuanjyxpg＠hainan.gov.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月20
日至2020年2月6日）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2020年1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至2018年9月1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成都安舒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债权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

交易联系人接洽。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

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

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

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2月19日。联系人：符先生、冼先

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92、66563178；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21（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

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电话：

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电话：

0898-68563046；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1月22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成都安舒置业有限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39,699, 857.8元

利息

4,767,754.49元

担保情况

土地、在建工程和动产抵押；
股权质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企业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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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数字政府”在海南再添新业
绩：不久前，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华软件）成功中标三亚市公安
局雪亮工程大数据中心租赁服务项目,
该公司董事长董玉锁表示：“这标志着三
亚市‘云资源’使用量最大的部门成为三
亚大数据中心用户，为实现三亚政务数
据全覆盖奠定基础。”

据悉，东华软件自2014年与海南省
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多年立足
海南大数据和大健康产业，投资建设了
东华南方基地、区域医疗云计算服务中
心、互联网金融运营中心、“智慧城市”一
体化解决方案平台等多个项目。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智
慧城市’的建设实施是必然的选择。”董玉

锁说，高效的城市治理、智慧化的产业发
展、便捷化的民生服务越来越成为城市管
理者和大众市民的普遍需求。

2018年以来，东华软件利用自己在
云计算、大数据方面的技术积累，先后在
儋州和三亚建设了南海云都云中心、三亚
市大数据中心两个城市信息化基础平台，
助力本地信息化建设集约化发展，节省了
大量财政资金，提升了数据资源服务的便

捷性、安全性和可靠性，为打通各部门之
间的数据“壁垒”提供了平台支撑。

东华软件还通过提供“云端”的SaaS
服务，将系统开发改为云托管，节约了大
量的重复开发工作和机房建设成本，用更
少的资金享受了更好的服务。典型例子
就是东华软件推出的东华博育云和“健康
乐”医疗云。

“这两个产品目前表现都非常优秀。”

董玉锁介绍，东华博育云教育服务平台由
智慧学习平台、智慧办公平台、教育督导
管理平台组成，包含数十个子系统，构建
了学习、教学、家校的互动平台，“而‘健康
乐’医疗云则已经在儋州成功推行，建设
了一套平台统一、信息共享的‘云’系统，
即所有医院采用同一套信息化系统，将后
台托管至云计算中心，数据共享，所有医
院共享检测中心，检查结果互认，有力支

持了海南医疗SaaS产业发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8年，南

海云都云中心和三亚市大数据中心接待
全国各省市参观考察50余次，各地领导
在深入了解了相关运营模式后，都纷纷
表示“这种模式办实事、有实效”。“目前
山东、新疆、安徽的多个城市都有意向推
广东华软件在海南实践的‘云都模式’。”
董玉锁表示，东华软件正放眼全国市场，

输出“海南模式”。
目前，东华软件正积极推进海南省

网上工商联平台建设。董玉锁表示，这
一项目建设基于“互联网+”“大数据”，
以服务省委、省政府和非公经济企业为
设计理念，将形成全方位服务省委、省政
府和非公经济企业的建设模式。

董玉锁带领海南东华做大产业的同
时，也投入精力做社会公益。“我们在儋
州设置了东华教育基金，每年拿出50万
元支持一百名当年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
继续学业。”董玉锁表示，此外，公司每年
还支持北京优秀老师培训团去贫困地区
培训当地老师，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
和优化教学理念。

（策划/江城 文字/江城 何光兴）

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董玉锁：

深耕信息化领域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民企人才创新创业在行动

据了解，今年龙华区将通过实施
政务效能提速专项行动，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整合跨部门办事流程，争
取实现95%以上服务事项入驻区政
务服务大厅，做优“一窗通办”，推进

“一业一证”改革，实现企业和群众“进
一扇门，到一个窗，办所有事”；推进

“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将区级权限

内205项已划转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的事项进行流程优化再造，建立“秒
批”清单，推广容缺后补、告知承诺等
制度，推进“极简审批”；推进“智慧政
务”建设，依托省、市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推广24小时自助办事服务区，落
实做优“不见面审批”。

针对困扰企业和群众的“奇葩”证

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
明，龙华区将进行全面清理，深化“减
证便民”工作，梳理覆盖全事项的办事
材料、办理环节和时长，实施“三减一
优”，争取办事时长、申办材料、审批环
节均减少50%，进一步优化服务。

龙华区还将在区政务服务大厅增
设“企业帮办窗口”，加强咨询引导和服

务人员培训，完善区及各镇（街道）政务
办事便民服务设施，适度设置人文特色
小场景，营造温馨舒适办事环境；增加
双语引导员，提升对外企、外籍人员办
事服务保障能力；推进自助政务服务进
园区，推进镇（街）、村（居）便民服务中
心、服务站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推进

“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

海口市龙华区启动“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

开展五大专项行动 提升核心竞争力
按照海南省委、

海口市委“加快形成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
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
环境”的要求，结合省
委部署开展的“我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作贡献”活
动，海口市龙华区委、
区政府决定，将2020
年确定为龙华区“营
商环境优化年”。1月
19日，《龙华区“营商
环境优化年”活动实
施方案》已经龙华区
委七届八次全会暨区
委经济工作会议审议
通过。

2020年，龙华区
将以落实“我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作贡献”活动为
契机，把2020年确定
为“营商环境优化年”，
以“精简审批、优化服
务、创新手段”为路径，
以开放倒逼改革、便
民惠企，努力实现“流
程少、效率高、服务优、
态度好”，进一步提升
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打造与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
营商环境新标杆。

确保政策落地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招商引资，如何确保项目引进落地？龙华
区将实施政策落地专项行动，完善招商引资落
地“入口”，加强招商引资人才队伍建设，并加
强宣传推广，让企业知道“找谁洽谈、找谁落
地”；做好客商接待、招商咨询、项目落地、跟踪
服务等，加强与省、市商务部门和商贸企业沟
通联系，为招商项目落户提供绿色通道；落实
省、市关于总部经济、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对
发展后劲大、潜力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区级
权限内的综合性支持或服务。

新型政商关系，如何做到既“亲”又“清”？
龙华区今年将建立健全企业与党委、政府常态
化沟通机制，完善落实企业重大事项、重点问
题诉求专报制度；落实企业（项目）联系帮扶机
制，精准帮扶企业解决难题。规范涉企活动和
行政执法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
好营商环境。

此外，龙华区还将构建具有本地特色的营
商环境评价机制，通过委托第三方对龙华区开
展营商环境指标动态监测评价、每年开展一次
营商环境整体评估、编制龙华区营商环境评价
报告，客观科学评价改革成效，实现以评促改、
以评促优。

为切实加强龙华区委、区政府对“营商环
境优化年”活动的组织领导，确保工作顺利开
展，龙华区将成立营商环境优化年工作领导小
组，各单位也将把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作为“一
把手”工程，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据了解，龙华区还将建立覆盖全事项、全
部门的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和特邀监督员
制度，将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全
区重点工作考核和绩效管理，加强监督检查、
严明纪律要求，对履责不力、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人员严肃问责，对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零容忍”。

在市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中，龙
华区将进一步做好税费优惠政策宣
传，推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进园区、进
楼宇、进企业。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
政策规定，更新编制《龙华区行政事业

性收费目录清单》，开展涉企收费目录
执行情况检查。

通过落实“人才补贴”等优惠政
策，引导对接落实职业培训和职业技
能鉴定补贴政策，拓宽人力资源招聘

等人才公共服务渠道，进一步减轻企
业综合用工成本。对接落实好电力

“分时电价”和通信“降费提速”等系列
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物流、融
资成本等。

此外，龙华区还将支持推广“银税
互动”“银企合作”等服务模式，通过政
府搭台，引导区内各类金融企业召开
银企对接会，推广普惠金融，帮助中小
微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政务效能提速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2020年，龙华区将实施执法监督
专项行动，进一步强化重点领域执
法。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营商环境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破坏安全生产、扰
乱企业秩序、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
为，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严
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及制假售假等
行为。

整合执法主体、完善执法程序、规
范自由裁量权、落实执法责任制，龙华
区将大力整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
款”行为，规范健全执法制度体系。同
时加快推动监管信息共享、监管资源
整合、监管执法联动、监管措施协同的
工作机制，有效解决“多重执法、多头
执法”问题。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龙
华区将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的执法监督

方式，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
强化“执行合同”保障，利用移动

互联网诉讼解纷机制平台，广泛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龙华区旨在加快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平台建设全覆
盖、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建设，
构建高效便捷的多元化商业纠纷解
决机制。

开展涉企政策专项清理，实施滚

动式清单管理。今年，龙华区将建立
健全“政府承诺+社会监督+失信问
责”机制，强化涉企政策“刚性兑现”；
严格按程序向辖区企业兑现关于人
才、科创、金融、创新创业及现代服务
业相关政策和承诺；研究建立因政府
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
益受损的补偿救济机制，建设诚信政
府和法治政府。

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中，龙华
区将健全营商需求接报落办机制。
依托龙华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联动
中心和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平台，通
过12345热线、微信公众号、APP等
多渠道受理营商诉求，实现24小时
响应，并在接报诉求后第一时间办
理、反馈进度，逐步建立营商环境类

投诉和诉求分类专项，加强事项研
判和整改落实，大力压缩办理时限、
优化提升服务。

同时，开展“企业大走访服务
月”等系列活动，加大企业服务力
度、积极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了
解企业经营情况，解决企业运营的
实际困难；建立长效化走访跟踪、服

务帮扶，建立企业集群注册登记管
理，扶持各类创客空间、企业孵化器
发展；提供创业咨询、注册落地、政
策扶持、交流培训等服务，对科技含
量高、成长性好的小微企业全程跟
踪服务。龙华区还将支持和引导园
区运营公司优化管理和服务，为园
区、楼宇、重点企业配备服务专员，

专门代企业“跑腿”，提升园区服务
水平。

此外，龙华区还将创新优化教
育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租售
并举的住房服务保障，参照落实好
省市人才引进或项目落地有关人才
任职、居留、社保、子女教育、家属就
业、基本公共卫生等配套政策。

市场减负增效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加强执法监督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优化服务 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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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曹组 文字/曹组 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