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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撤销黄良勃、林彩颜个人住宅行政许可意见告知书的公告
黄良勃、林彩颜：

经调查核实，海口市资规局美兰分局已将你们名下海口市国用
（2006）第0050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报送不动产登记中心、信息
中心办理注销登记及备案（海资规美兰〔2020〕18号复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八条、《海口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我局拟撤销你们已
取得的建字第460108201804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460108201901170030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因《海口市美兰
区住建局撤销黄良勃、林彩颜个人住宅行政许可告知书》无法送达你
们本人，现依法在建设现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登报向你们公告送
达。公告期自2020年3月11日至2020年3月19日止。你们应当
在公告期间到我局领取《海口市美兰区住建局撤销黄良勃、林彩颜个
人住宅行政许可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你们可在《海口市美兰
区住建局撤销黄良勃、林彩颜个人住宅行政许可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5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或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
利。特此公告。书面陈述或申辩送至海口市白龙街道群上路62号
四楼美兰区住建局，联系电话：0898-65336209。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3月11日

李壮、王爱香、李干、韩引旧：
经调查核实，海口市资规局美兰分局已将你们名下海口市国

用（2006）第005021号、海口市国用（2006）第005034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报送不动产登记中心、信息中心办理注销登记及备案
（海资规美兰〔2020〕18号复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海口市城乡规
划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我局拟撤销你们已取得的建字第
4601082018050 号《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编 号
460108201901170020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因《海口市美兰区住建局撤销李壮、王爱香、李干、韩引旧个人
住宅行政许可告知书》无法送达你们本人，现依法在建设现场、政

府信息公开平台、登报向你们公告送达。公告期自2020年3月11
日至2020年3月19日止。你们应当在公告期间到我局领取《海口
市美兰区住建局撤销李壮、王爱香、李干、韩引旧个人住宅行政许
可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们可在《海口市美兰区住建局撤销李壮、王爱香、李干、韩引
旧个人住宅行政许可告知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
陈述或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书面陈述或申辩送至海口市白龙街道群上路62号四楼美兰

区住建局，联系电话：0898-65336209。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3月11日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撤销李壮、王爱香、李干、韩引旧个人住宅行政许可意见告知书的公告 招标公告
昌江县十月田镇好清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二，招标人为昌

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建设地点：昌江县十月田镇好清村，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
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项目经理：须为本单位注
册的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请于2020年3月
10日17时00分至2020年3月17日17时30分，从全国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hainan.gov.cn/ggzy/）下载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开标现场缴纳），投标文件
递交的截止时间2020年3月31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207开标室。联系
人：文工，电话：13519802318。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00313 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3月13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
琼山晶祥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19年7月31日，债权本
息折合人民币4702.1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750万元。海南泛洋
航运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19年8月31日，债权本息合计29,113.47
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
上述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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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
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
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受海南省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
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2020年3月12日止。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0年3月12日
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0
年3月12日17:00。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
楼二单元15B房。电话：0898-68570895 18976211911。委托方
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
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
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迁坟通告
三江至云龙至龙塘至永兴公路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三江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73552.52平方米（约合

110.33亩）。项目涉及三江镇苏寻三村委会仙山、仙旭、排田、

竹山、博布一、二、三、四村民小组，茄苪村委会茂才湖村民小

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

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

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三江镇杜先生:13876830052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20年3月11日

遗失声明
三亚滨亚绿色农副产品研发基地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注册号460200000075763，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王雪彦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
号：200941003657，特此声明。
▲符有炳不慎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白国用(1993)字第0033号，
特此声明。
▲琼海潭门吴杰工艺品店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许多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海口市国用（2002）字第
50327号，声明作废。
▲曾广柏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编号为 4601990012005229，
特此声明。
▲海南鸿旭物流有限公司，车辆号
牌为琼E16167车的道路运输证的
正、副本（证号：琼交运管洋浦字
462000060443号)已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鸿旭物流有限公司，车辆号
牌为琼E16582车的道路运输证的
正、副本（证号：琼交运管洋浦字
462000062248号)已遗失，声明作
废。
▲三亚群力瑞帮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057306，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执恢8号之一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陈敏与被
执行人海南豫财实业发展联合总
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中，
拟将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碧海
云天小区碧海阁1403号房屋过户
至陈敏名下。对上述房产的权属
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二○年三月十日

▲韩隆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陶坡村委会陶东村地段的土地
使用证，证号文集用 (2011）第
051947号，特此声明。
▲乐东黄流兴乐家电商行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469033600030222，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云天实业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久久长食品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0065032，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久久长食品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7MA5RGWPE94，声 明
作废。
▲海南乡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
作废。
▲临高林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海域使用权证书，证号：国海证
094600374号，声明作废。
▲贾旭丽、贾旭霞不慎遗失翡翠花
园翡翠家园7栋301房票据贰张
号码为：0004824、0003481，声明
作废。

公告
我司在海口市龙华区承建的海口

市市政管理局的公园后路市政工

程项目已竣工并完成结算。现对

该项目部注销清算，凡与该工程项

目部或施工现场负责人程正有关

于该工程项目的债券债务关系的

单位和个人，自见报之日起1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的确认事宜，

逾期办理造成的法律后果和经济

后果自负。联系人：魏涛

联系电话：18907549620

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1日

注销公告
海南洋浦泸峰建材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前来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东方之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君宝等十七人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

案字〔2019〕第674-689、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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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0年4月15日

上午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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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9日

解除劳动合同声明
李俊明同志：因你从2019年11月

份连续旷工一个月以上，根据《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决定与你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特此声明。

临高县地方公路管理站

2020年3月9日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320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3月20
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三亚市河东区榆亚路华鑫达豪庭
11套住宅房产，面积34-100m2不
等，参考均价1.4万/m2（标的清单
关注我司微信公众号“海南通宝拍
卖”获取）。竞买保证金:20万元/
套，3月19日12:00前截止缴纳。
标的即日起现场预展。限购，过户
税费各自承担。公司地址：海口市
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电 话 ： 0898- 66723114
13036099114
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注销王万吉、王瑞龙、王瑞海、
夏亚美私宅项目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通告
根据有关规定，现通告注销王万
吉、王瑞龙、王瑞海、夏亚美名下私
宅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
号：460108201609270101。

2020年3月9日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4600182130，发票号码:
01333352，金额:117.86 元,特此
声明。
▲周世基遗失坐落于文昌县抱罗
镇约亭圩北街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19）文昌市不动产权第
0006979号,特此声明。
▲洋浦全通科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税 号 ：
460040760354071；声明作废。
▲张凤娇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项目认购书，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房号：2-293-1514，
认购书编号：G7660272，特此声明
作废。
▲袋鼠健康（海南）远程医疗中心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于震在2020年3月8日不慎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320621198105182812，驾驶证，
证号320621198105182812，原证
件予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保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A
QUU4Q）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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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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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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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3月16

日00:00－04：00对中国电信保亭分公司线路网络进行

割接优化。届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地区、新星

农场部分区域业务使用将受短暂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保亭分公司

2020年3月11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0年3月31日（周二）上午9:00以现场会议的
形式在海银大厦11楼会议室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
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3月11日，即截止2020年3月11日
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有：《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2019年度经营分析及2020年工作计划报告》、《2019年度
财务决算暨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增选王增武为外部
监事的议案》等。有关本次会议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
（初稿）、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20年3月11日上传至
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com，密码000601，会议
详细文本股东可联系本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张先生；联系
电话：66516237，1868953705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1日

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3月9日晚，意大利总理孔特通过电视讲话宣布，从当
地时间10日起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截止日期
为4月3日，此前宣布的学校停课截止时间也从3月15日延
长到4月3日。

为何意大利政府在短时间内不断升级防控措施？现
在意大利民众生活怎样？防控措施走向如何？

疫情迅速蔓延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8日北部地区封闭措施开始实施

前，有大批民众“奔向”其他地区，疫情有可能在更大范围蔓
延。此外，由于死亡病例数上升，意政府认为8日开始的封
闭措施已经不够，需全国采取行动阻止疫情蔓延。

来势凶猛的疫情给意大利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全
方位的挑战，尤其是给公共医疗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孔特9日晚在讲话中说，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

“封城”是必须采取的严厉措施。他说，“我们没有时间了”，
从现在开始将不再分红色区域和自由区域，只有一个处于
完全保护中的意大利。

限制人口流动
意大利全国“封城”措施规定，从10日开始，除可证明

的工作、健康和紧急需求三种特殊情况外，全国范围内的民
众不得擅自离开所在地；暂停包括意甲联赛在内的全国所
有体育赛事，禁止露天酒吧、餐厅等场所的公众聚会等。

为防控疫情蔓延，意大利卫生部门提出具体防护措施，
建议民众勤洗手、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避免握手和拥抱
等。据报道，在北部重要城市米兰，街头比平时寂静了很
多，不少小店铺已关门，有的即使开门，顾客也寥寥无几。

“封城”有待落实
毫无疑问，全国“封城”将给意大利社会各行业发展带

来损失和挑战。但意大利政府此时毅然做出这一艰难决
定，也给目前严峻疫情的防控带来希望。

与此同时，“封城”措施的落实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及
民众面对的一大考验。此间分析人士说，意大利的很多管
理和组织机制都依赖地方，这使中央和地方在防控执行上
需不断协调，从而有效将全国“封城”贯彻实施到位。

（据新华社罗马3月10日电 记者李洁）

热 点 问 答

意大利为何实施全国“封城”？

意大利10日起进入全
国“封城”状态，除特殊原因
外，民众不得擅自离开所在
地。目前意大利新冠肺炎
疫情严峻，累计已有超过
9000例确诊病例。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国
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
增加，意大利升级“封城”举
措对于阻止疫情在本国以
及欧洲其他国家蔓延都有积
极意义。鉴于当前疫情已影
响到许多国家，为打赢这场
抗疫战，世界各国应携起手
来，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
合作，共建抗疫联合战线。

民众：大敌当前，唯有同舟共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已不是一国一城之事。意
大利民众已经意识到：大敌当前，唯有同舟共济。

意大利人注重社交，喜欢走出家门，在广场、咖啡
厅和餐厅与朋友聊天。当亲友见面时，意大利人常常
会拥抱、行贴面礼。该国的博物馆展览、体育赛事、文
艺演出等容易造成人群聚集的文化活动也较多。此
外，意大利国内对是否需要戴口罩一直存在不同看
法。这些因素都给疫情防控增添了困难。

此次下令全国“封城”，无疑将给意大利全国民
众敲响警钟，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卫生意识。意政府
做出这一重大决定，给遏制疫情蔓延带来了希望。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
征（MERS）……过去一次次应对疫情的经验已经
证明，只有全球各国携手将防疫之网越织越密，才
能尽快结束这场疫情，尽早迎来胜利的春天。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意大利
全国

“封城”
抗疫需全球合作

意大利
全国

“封城”
抗疫需全球合作

总理：大家最好都待在家里

意大利总理孔特9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同时还公布一系列防控措
施，包括意甲联赛等体育赛事全部暂停、学校停课时
间延长至4月3日、禁止公众在露天酒吧和餐厅等社
交场所聚会。

孔特解释说，这些都是必须采取的严厉措施，以
避免新冠肺炎病毒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传播。“我们
了解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社交需求。然而，此时每
个人都应负起责任，现在大家最好都待在家里。”

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快速蔓延。截至当地时
间9日18时，意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9172
例，较上一日新增1797例。当天新增死亡病例97
例，累计死亡463例。

目前，北部的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
的地区，累计有4490例确诊病例。意政府已于8日
封闭这一地区及邻近地区14个省。

3月9日，意大利国家安全
警察在摩德纳和博洛尼亚省
边境处设置哨卡。新华社/法新

世卫组织：

疫情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的
威胁“非常真实”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9日说，新
冠肺炎疫情已在多个国家出现，该疫情构成
全球性大流行的威胁“已经变得非常真实”。

他再次强调，只要尽早采取果断行
动，就能减缓病毒传播。大多数感染者
都会康复，例如中国报告的8万多例病例
中，超过70%已经康复出院。

世卫组织目前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
疫情情况分为四类：无病例、零星病例、
集体感染，以及出现社区传播。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