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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759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江西临川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与被
执行人海南贵亨置地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查封的被执
行人海南贵亨置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71号

“美丽华居”项目 A-20F 房、B-24C 房、B-24F 房、A-25C 房、
A-25G房、A-26B、A-1A房、A-1M房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及
担保人海南绿山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瑞后路
23-1号“花满溪”1号楼(繁花庭) 1503房、13F05房、1602房、1603
房、1702房、1703房、1802房、1803房、1902房和2号楼(月满庭)
13F02房、1502房、1503房、1602房、1603房、1703房、1803房及相
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有异议者，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
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合行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法人章和财务专用章，
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塘村民委员会
云山村民小组原组长（陆以谋）印
鉴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醉天涯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和税务登记证1-
1 号 副 本 (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460100562427727)，组织机构代
码 证 正 本 (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56242772-7)共 3 本，现声明作
废。
▲陵水椰林陵城李琼雅海鲜品摊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4600069053，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陵城向美牛肉干摊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4600096405，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声明

蒙亚锦于2020年3月16日遗失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3199806243628，（有效期
限 2019.3.14- 2029.3.14）现声明
作废，以上丢失的身份证自遗失当
日起，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为
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
失本人不予认可。声明人：蒙亚锦

注销公告
海南正大钧德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03000030136拟向儋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法澜装饰装修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07000017836拟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周翠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黄蓝
收据各两张，收据号:0000672（金
额:4000 元）、0000658（金额：
1000元），声明作废。
▲袁玉新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2张和1本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房号：东
方碧海云天E5栋608房，收据编
号为 0001241，金额：261500 元
整，收据编号为 0001205，金额：
10000 元 整 ，合 同 编 号 ：FA·
0000304，特此声明遗失。
▲陵水椰林陵城旺儒商行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000MA5TB2L79H，
声明作废。
▲陈志新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翡翠家园4栋405房收据贰张
号码为：0001882、0009684 声明
作废。

通知
成贵同志：

自2019年12月1日起，你在
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一直未
上班，已形成旷工。为严肃劳动纪
律，限你自2020年3月21日起十
五日内回单位说明情况。如逾期
不归，将按照有关规定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一切后果由你自负。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房建公寓
段 2020年3月21日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声明
文昌市于2011年3月25日给谢菊
花颁发的文集用（2011）第015388
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经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2019）琼行
终185号，判决撤销。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海南自贸区悦廷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91460000MA5T7XGP7C)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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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850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债务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

商铺招租
三亚解放 689 号二楼火锅店约
275平，凭海临风两套1房公寓招
租，18789575377,6853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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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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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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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刘颖不慎遗失儋州嘉元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一号岛环球市集1406-2
号铺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
No1135755，金额37809.60元，特
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万通电焊店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
税证明两张（第一联，收据），纳税
人 识 别 码 ：
460200201484224WL,琼地证：
01684353，01684354，现声明作
废。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由海南三亚市地方税务
局2015年9月25日代开的建筑业
统一发票（记账联、发票联），发票
代码：246001520719，发票号码：
00000713，现声明作废。

▲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钟淑娴律
师于2020年 3月 20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201411143940，流水号为
10934797，现声明作废。
▲吴挺大于2020年2月15日遗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04198001035254，特 此 声
明。
▲海南奥威德房产置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万宁大茂品缘大排档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6MA5T3UT21J，声
明作废。
▲文昌市翁田镇茂山村委会仙槎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东方市城东来会轮胎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证 号:
469007600052087，声明作废。

项目名称及概况：文昌市抱罗镇抱锦村宜改水田项目2、3标段引进
社会投资主体单位；2标段新增水田面积约99.61公顷，3标段新增水田
面积约121.34公顷。计划工期：10个月。招标代理：广州穗监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资格要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土地整理、农业开发、农业投资、农田建设、农业种
植、水利建设等内容的其中一项即可。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中级及
以上工程师职称。招标范围：引进社会投资主体单位筹措项目建设所
需资金，对宜开发后备资源和宜改旱地改造提升成水田，并对开垦确认
的新增耕地指标按有关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及相关的服务；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投资能力。文件获取：有意参与者，请于
2020年3月21日至 2020年3月27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涯村C地块B
商铺4楼403房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樊先生15808904035（注：详情
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查询）。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文昌市锦山镇茶园村补充耕地资源项目、文昌市抱罗镇

抱锦村宜改水田项目1标段、文昌市锦山镇溪尾村补充耕地资源项目引
进社会投资主体单位；项目概况：锦山镇茶园村-新增旱地面积约43.9
公顷，抱罗镇抱锦村-新增水田面积约109.97公顷，锦山镇溪尾村-新
增水田面积约82.26公顷。招标代理：海南正荣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资格要求：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土地整理、农业开发、农业投资、
农田建设、农业种植、水利建设等内容的其中一项即可。拟派项目负责
人须具有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招标范围：引进社会投资主体单位
筹措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对宜开发后备资源和宜改旱地改造提升成水
田，并对开垦确认的新增耕地指标按有关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及相关
的服务；文件获取：请于2020年3月21日至 2020年3月27日在海口市
金垦路3号碧湖家园4栋 2层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李工 0898-
66591026（注：详情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查询）。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文昌市翁田镇龙南村宜改水田项目、文昌市翁田镇玉

竹村补充耕地资源项目、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补充耕地资源项目引
进社会投资主体单位；招标代理：广东鲁班行技术管理有限公司。项
目概况：文昌市翁田镇龙南村--新增水田面积10.90公顷，文昌市翁
田镇玉竹村--新增水田面积7.00公顷，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新
增水田面积50.90公顷。招标范围：筹措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对宜开发
后备资源和宜改旱地改造提升成水田，并对开垦确认的新增耕地指
标按有关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及相关的服务。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
求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具有履行合
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土地整改、
农业开发、农业投资、农田建设、水利建设等内容的其中一项即可。拟
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文件获取：有意投标
者，请于2020年3月21日至 2020年3月27日在海口市秀英区万达
骏豪仕家3#2单元3103A室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吴工68613734
（注：详情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查询）。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盈恒实业有限公司：根据您方与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签
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合同编号：琼大律仲字[2015]第026号】
以及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与海南善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书》。现将您方基于《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编号：琼大律
仲字[2015]第026号】关于律师服务费约定的“您方按照最终裁决不
支持被申请人阮付康仲裁请求的30%支付律师费，即应付律师费为
1545918元（5153063.25元*30%）”等相关权益及海南仲裁委员会作
出的《（2017）海仲字第385号裁决书》确定您方应付律师费等一切权
利义务一并全部转让给乙方海南善略律师事务所。请您方在收到本
通知后，向海南善略律师事务所全面履行上述义务，具体向海南善略
律师事务所以下银行账号履行。特此通知！账户名称：海南善略律
师事务所；账号：461899991013000071907；开户行：交通银行海口
世贸支行；债权出让人：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债权受让人：海
南善略律师事务所。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鑫东源旅业有限公司、陈刚：

根据神州数码索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与安晓静于2020
年3月1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现将你方基于海口市美
兰区人民法院《（2015）美民一初字第2297号民事判决书》应向
神州数码索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执行款项，即借
款本金50万元、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20日起，以50万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以及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等相关权益一并全部转让给安晓静。请你方
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安晓静全面履行上述义务。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人：神州数码索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人：安晓静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关于酒店内多功能厅产权归全体业主声明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产权式酒店建

设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琼府办【2016】203号文件）第七条
的规定，多功能厅属于产权式酒店的专用配套，属全体业主所有。

由于本项目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因此本公司已将开发的位
于远洋观海养生度假酒店项目2#楼2层测绘面积553.58平方米，
18层测绘面积281.06平方米，两层面积共计834.64平方米的多
功能厅交由亿家物业澄迈分公司代为管理，待业主委员会成立
后，再由物业管理公司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管理和使用。2#楼2层、
18层多功能厅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则归项目全体业主共同享
有，接受全体业主监督。

特此声明！
海南浙江椰香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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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陈
蔚林）3月20日一早，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以下简
称华二黄流中学）的教师志愿者就对
校园进行了例行消毒。3月19日，省
教育厅发布通知，明确高三、初三年级
将于4月7日开学。和华二黄流中学
一样，我省各中学正在紧锣密鼓地为
此做着准备。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坚持
安全第一原则，科学制定开学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做到“开学准备工作验
收不通过不开学，防疫物资准备不足
不开学，应急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开

学”，确保校园“一片净土”，确保师生
生命安全。

“海南中学从2月中旬就开始根
据疫情防控和省教育厅的相关要求，
起草和完善开学工作方案和应急预
案。与此同时，我们还坚持统计教职
员工和学生的身体健康状态，做到每
日一报、心中有数。”海南中学相关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学校会组织教职员
工进行培训和演习，确保开学工作万
无一失。

在学校，除了教室，食堂是最容
易造成人员聚集的地方，做好食堂
防疫工作十分重要。华二黄流中学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专门针对食
堂制定了疫情防控详细方案，围绕
餐具消毒、环境消毒、就餐引导、配
餐方式、员工健康监测、供货商管理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比如，餐具均使用红外线高温
消毒，温度要在120℃以上并保持消
毒 20分钟；学生要分散、分时段就
餐，降低人员就餐密度；餐食由原来
选餐改成套餐，并专设两个打包窗
口，提前分装好餐食，让学生拿了餐
盒就走，减少人员排队聚集……为
了确保相关要求落到实处，华二黄
流中学已经新订购了专用消毒柜，

并配齐了足量含氯消毒剂、84泡腾
片等消毒用品。

琼海市民朱巧梅的孩子在琼海
嘉积中学海桂学校读初三年级，接
到准备开学的通知后，她嘱咐孩子
返校后要注意防护，“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学校常通过微信群给家长发
来相关新闻和科普知识，介绍开学
准备工作和应急预案等，我们对学
校很有信心。”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
到，根据要求，各校开学前将在所在
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导下，做好
人员筛查、清洁消毒、应急演练、物资

储备、教学组织、食宿安排、健康管
理、开学验收等工作。除了各级政府
和各个学校，各地卫生健康、发展改
革、财政、工信、市场监管、应急、交通
运输、公安等相关部门也将形成合
力，共同保障高三、初三年级开学工
作顺利实施，希望学校和家长、学生
安心准备开学工作。

另 据 悉 ，《海 南 省 中 小 学 校
2020 年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验
收标准》和《海南省2020年春季学期
高三初三年级开学工作方案》将很快
印发，对各界关心的问题作出详细解
答和安排。

我省高三初三定于4月7日开学，各中学科学制定开学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开学准备做充分 迎接安全新学期

何如伟同志逝世

原海南行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原省
人代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工委原副
主任、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原常务
副主任、离休干部何如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0年3月20日3时36分在海口逝世，
享年94岁。

何如伟，男，1926年12月出生，汉族，海
南文昌人，1941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历任广东省
文昌县昌洒乡抗联主任，乡党总支书记，文南
县二区委书记，海南北区地委青年团副队长，
文昌县团委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海南区党
委宣传部科长；万宁县委第一书记，琼海县委
书记、县长，万宁县委书记，海南行政区汽车
修理厂党委书记、厂长，海南燃化工业局党组
书记、局长，澄迈县委书记，海南行政区党委
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工委
副主任、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等职。1993年11月离休。享受按副省长
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何如伟同志多次获
得中央文明委、中组部、全国关工委和省委组
织部、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表彰。

何如伟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省领导多次
前往或委托他人前往医院看望，并指示有关
部门想方设法给予治疗和抢救。何如伟同志
逝世后，省领导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
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亲属联系电话：
13389850888、17733171666、
13976381788、13005033968
单位电话：0898-65336134（传真）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20年3月20日

海口接种门诊
昨起全面恢复接种服务
未接到预约通知,请不要自行前往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记者侯赛）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疾控中心了解到，3月20日起，
除个别有特殊原因无法开展预防接种服务的接
种门诊外，海口市接种门诊全面恢复预防接种
服务。

海口市疾控中心提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为避免接种门诊人员聚集，接种门诊将分期分
批主动和家长联系预约接种，任何未接到预约信
息或电话通知的家长请勿自行前往接种门诊，工
作人员将不予安排接种。

海口9所小区配套幼儿园
由民办转公办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计
思佳 郭萃）3月20日下午，海口市小
区配套幼儿园集体移交签约仪式在海
口举行，9所小区配套民办幼儿园现
场与接收单位签约，随后将移交政府
举办公办幼儿园。

海南日报记者从现场获悉，和风
家园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给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接收。新海棚户区回迁
商品房项目配套幼儿园、镇海安置小
区配套幼儿园、华润中心配套幼儿园
等8所幼儿园分别移交给所在辖区
教育局接收。

据悉，下一步，海口全部小区配套
幼儿园将尽快实现移交，由教育部门举
办公办幼儿园。

2019年，海口市出台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利用财政
性奖补资金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在新办法的激励下，该市共有
189所民办幼儿园通过认定。同时，
海口市不断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
2018年至今已新建12所公办园，今
年还将确保至少有17所新建公办园
投入招生。

3月20日，春分时节，在海口市新坡镇南渡江畔一片水稻湿地，一群越冬的鹭鸟翩翩起舞。据了解，每年
冬春季节，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常常吸引众多鹭鸟前来栖息、育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春分时节鹭儿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