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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贸易发展公

司、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机关服务

公司、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青年实

业公司、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机运

公司、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饮料

厂、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饮料厂综

合商店、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供销

公司、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建筑工

程公司、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建筑

工程公司物资供应站、海南省国营

三江农场农业开发公司、海南省国

营三江农场供销公司购销部遗失

公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遗失声明

海南维钊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法人

章（尹洪涛）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国营三江糖厂贸易服务部、

海南省国营三江糖厂车队、海南省

国营三江农场供销公司江城营业

部、海南省国营三江糖厂、海南国

营三江农场房地产开发公司遗失

公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恒道航运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2-1、副本2-2,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

WJ20E,声明作废。

▲海南朗润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2-1、副本2-2,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24114

8995,声明作废。

通知
海南博汇宏安实业有限公司依法
享有琼海市华石醋酸厂、石壁食品
厂、琼海市五指山宾馆等3户的债
权及附属权利，请上述债务人和担
保人向我司履行还款义务和担保
义务，否则依法律途径予以追缴。

海南博汇宏安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注销公告
海南洛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RJ
W4E12）拟向海南省三亚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机关工会
委员会不慎遗失法定代表人证书
（工法证字第 212610026 号）一
本，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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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红苹果窗饰有限公司因公

章损坏无法使用，声明作废。

▲三亚兴榆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兴榆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兴榆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张兴玉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兴榆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20000755001，声明作废。

▲陈建年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3-1605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9915644，金额:

90956元，声明作废。

▲陈建年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3-1605购房收据

一 张 ，编 号:0002553，金 额:

2551205元，声明作废。

▲胡小田遗失护士执业证，证书编

号：201946002427，声明作废。

▲桂衡保于2019年9月14日遗失

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职称证，证书

编号：0120947，声明作废。

▲桂衡保于2019年9月14日遗失

咨询工程师执业资格证，编号：

0029764， 管 理 号 ：

06314653146010115，声明作废。

▲何凡遗失琼海市公安局警官证，

证号为：040271，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碧桂园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碧桂园·中央首府

一期一标段施工证正、副本），证号

为:海高新 201609270101，现申

请注销，特此声明。

▲澄迈县文儒镇山心村民委员会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盛意广告商务中心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隆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

发票代码:046001900104，发票号

码:07194363，特此声明。

▲三亚兴玲百货商行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2000060294，声明作废。

▲海南南岛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G1046902700504120Z，声明作废。

▲葛美福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二层卖场B排2号铺面保证

金单一份，铺面协议书一份。保证

金单金额为150000元，声明作废。

▲海口超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5N2C38）遗失合

同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乐东灿烂种专业合作社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33082515672F，声明作废。

▲韩美畴遗失坐落于文昌市公坡

镇水北村委会上崀村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第

043829号,特此声明。

▲临高临城小燕服装店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

460028196807274424，声明作废。

▲王录文（出租人：陈兴兰）遗失坐

落于山内三里94栋302房的房屋

租赁证，房屋租赁证号：美房租证

【2019】第34588号，声明作废。

▲崔波遗失海南省万宁市公安局

警官证，警官证号：050294，特此

声明。

▲占珠红（身份证:46000419900

9151289）遗失一张海口容大博纳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 12

月31日开具的F30号餐车押金收

据，金额人民币 6300 元，编号：

000757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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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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信息
由大众发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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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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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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供 求

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出租，
电话：13876086424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
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大省属企业混改推进力度，广泛
发动市场资源，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在《海南日
报》、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和海南产权交易所网站
上，公开发布省属企业混改招商信息，征集意向投资者，推动各类
社会资本与省属企业合资合作。今后，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陆续公开推介国有企业混改项目。竭诚欢迎社会各界投资
者直接致电、来人洽谈，积极参与、共同推进海南省属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

联 系 人：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处 陈谦
联系电话：0898-68689650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所属企业混改招商项目推介公告

一、基本情况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林

集团”），是由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通用航空综合业务板
块”是金林集团的三大主业板块之一。

“通用航空综合业务板块”目前由以下资产
构成：

金林集团资产：“海南地区低空空域空管服
务保障示范区”设备体系，账面价值人民币 2,
276万元。

金林集团全资企业：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归属金林集团100%股权。

金林集团控股企业：海南瀚翔航空体育项目
投资有限公司，归属金林集团83.7%股权；海南
中部白沙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归属金林
集团51%股权。

金林集团参股企业：海南金林通用航空研究
院有限公司，归属金林集团21.23%股权。

共四家公司及一个设备体系。四家公司注
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0,316万元，设备体系账面
资产人民币2,276万元。截至2018年底，经会
计事务所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4,343万元，营
业收入人民币913.50万元。
二、主营业务

金林集团“通用航空综合业务板块”以“空地
组网、聚产成镇”为发展理念，积极在海南省内布
局建设通用机场、低空空管保障体系，力争让各
通航飞行企业在海南“飞得安全、飞得顺畅”。并
围绕通用机场、低空空管飞行服务，开展航空体
育赛事文化、通用机场周边配套开发、低空空管
技术方案支持等业务。“通用航空综合业务板块”
规划布局了8处通用机场并已获有关部门认可。
其中，已开工建设的通用机场有2座、初步建成A3
类通用机场1座；具备部队航空管制部门和民航空
管部门认证的飞行服务站1家（归属海南金林通用
航空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国家体

育总局航管中心）命名的国家级飞行营地2处（海
口、白沙项目）。项目用地已多数纳入海南省“多规
合一”规划。
三、混改方式

本次混改拟采取产权转让或共同出资新设的
方式。金林集团以“通用航空综合业务板块”相关
资产和四家公司归属金林集团所有的国有权益出
资，战略投资者以货币资金出资。面向全球引进1-3
家战略投资者。混改后，金林集团所持有新设企业股
比将逐步退至40%以下，员工持股在5-10%之间。

联 系 人：陈博、李炳冉
联系电话：0898-66527385

海南省金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综合业务板块

声 明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迎宾大道26号的海口万物国际汽车

文化城项目，系我司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丁村经济社共同

合作开发的项目。该项目是2018年海口市重点项目，目前

项目前期投资额已达壹亿多元。

近日，有企业、个人以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的

名义洽谈项目合作、转包、招商等不法行为，已严重损害我司

的权益，在社会上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现我司严正声明如下:1、我司从未授权任何企业、合作

者或个人，对海口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进行洽谈合作、

承包、招商事宜；2、对于任何企业、合作者或个人未经我司授

权擅自以万物国际汽车文化城项目的名义，对外洽谈合作等

行为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责任方依法承担。我司对

该行为将依法保留追索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海南中信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1日

《文昌现代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用地规划条件论证及用地单元管
控规划》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
天（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
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
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1日

关于进行《文昌现代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用地
规划条件论证及用地单元管控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昌江县十月田镇保平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二(施工)于2020年

03月30日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

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

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建中联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2020年04月01日至2020年04月03日，如有质疑（或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

电话：0898-26631567。

中标公示 “海南省技师学院机动车驾培基地
校企合作项目”中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人：海南省技师学院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二、中标结果公告期限：2020.4.1至2020.4.2
三、中标结果情况

中标单位：海南畅达驾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澄迈县老城开发区澄江南路33号

四、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成小姐，电话/传真：0898-68500661
邮箱：hnhzzb@163.com

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新华社成都3月31日电 记者从西昌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31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四川省、凉山州及相关部门正全力扑救西
昌森林火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3名重伤人员目
前生命体征稳定。

西昌市委书记李俊介绍，截至3月31日16时，
西昌森林火灾过火面积1000余公顷，毁坏面积80
余公顷。目前，泸山正面已无明火，但由于下午气温
持续升高，风力增加，辖区内有多个烟点，存在复燃
风险，全线均有专业打火队和民兵队伍把守。

火灾已造成18名扑火队员和1名向导牺牲，
3名扑火队员负伤。3名重伤队员正在医院接受
治疗，目前生命体征稳定。19具牺牲人员遗体已
全部护送至西昌市殡仪馆。西昌市抽调了医护和
心理辅导人员，按照一名牺牲人员一个服务小组
的要求成立了专门工作组。相关单位已为19名
牺牲的救火英雄启动烈士申报程序。

火情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李俊介绍，3月份
以来，西昌进入干风季节，已连续20天无任何降
雨，湿度仅为 5%至 10%。30 日最高气温达
31.2℃，风力7至8级，本次起火点初步判定为大
营农场柳树桩，沿经久、马道、泸山后山猛烈扩散，
后因风向多变，火情扩散迅速，并伴多处飞火，造
成多处多线速燃。

此次火灾不同于一般的森林火灾，位于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周边有一处存量约250吨的石油液化
气储配站、两处加油站、四所学校、两处文保单位以
及西昌最大的百货仓库。火灾发生后，周边三个乡
镇共计疏散18152人。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党组成员、四川省消防救
援总队总队长刘赋德说，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已
调集成都、攀枝花、雅安、乐山等14个支队174辆
消防车、6套远程供水系统以及近千名消防指战
员驰援西昌。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党组成员、省森林消防总
队政委金德成说，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与省消防
救援总队、地方扑火队员一起，经过15个小时扑
救，于31日凌晨扑灭受火灾威胁最大的马道场口
液化气站附近的火情。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凉山森林火灾扑火
救援工作，强调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扑救人员安全，
调动一切力量尽快扑灭火灾。目前，西昌森林火灾
的扑火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3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再提前下达一批地
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带动扩大有效投
资；部署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
持；要求加大对困难群体相关补助政
策力度。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以来，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相继出台一系列保
供、助企政策，在有效防控疫情同时有
力推动了复工复产。当前面对国内外
疫情和世界经贸形势急剧变化对我国
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的新挑战，要
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调节力度，
采取多方面措施，着力扩内需、助复

产、保就业，帮助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
微企业、外贸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特
殊难关，保障基本民生。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加地方政
府专项债规模，扩大有效投资补短
板。要在前期已下达一部分今年专项
债限额的基础上，抓紧按程序再提前
下达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按
照“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对重点项
目多、风险水平低、有效投资拉动作用
大的地区给予倾斜，加快重大项目和
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各地要抓紧发行
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力争二季度发行
完毕。

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强化对中小微

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措施。一是增加
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
万亿元，进一步实施对中小银行的定
向降准，引导中小银行将获得的全部
资金，以优惠利率向量大面广的中小
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扩大对涉农、外
贸和受疫情影响较重产业的信贷投
放。支持金融机构发行3000亿元小
微金融债券，全部用于发放小微贷
款。二是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
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为民营和中小
微企业低成本融资拓宽渠道。三是鼓
励发展订单、仓单、应收账款融资等供
应链金融产品，促进中小微企业全年
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四是健全

贷款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发展为中小
微企业增信的商业保险产品，降低政
府性融资担保费率，减轻中小微企业
综合融资成本负担。

会议指出，当前对低收入群体特
别是困难群体加大保障力度十分紧
要。会议确定，一是从3到6月，将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
联动机制的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提高1倍，并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和符合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纳
入政策范围。增加的补贴资金由中
央财政按比例补助和在失业保险基
金列支。上述政策覆盖人群超过
6700万人。二是将受疫情影响的困

难群众纳入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和临
时救助等政策保障和就业援助范
围。确保城镇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
和农民工临时生活补助发放。抓紧
研究失业保障提标扩围政策。

为促进汽车消费，会议确定，一
是将年底到期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
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长 2
年。二是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
式，支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淘汰国
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三是
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从 5
月 1 日 至 2023 年 底 减 按 销 售 额
0.5%征收增值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增加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1万亿元

新华社武汉3月31日电（记者
赵文君 胡浩）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
导组组长孙春兰31日率中央指导组
赴咸宁市调研春耕生产和企业复工复
产情况。

在咸安区汀泗桥镇黄荆塘村春茶
种植基地，孙春兰与正在劳作的村民
亲切交谈，了解春耕生产、家庭收入和
身体健康状况。她指出，一年之计在
于春，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抓
紧开展春耕生产，有序安排劳动力分
时下地、分散干活。要加强田间管理，
为农民提供精细化技术指导，为农资
运输、劳动力流动开辟“绿色通道”，确

保涉农生产资料供应充足。要加大力
度统筹各方资源，多措并举帮助湖北
应季优质农产品尽快打开销路。

中央指导组随后来到湖北奥瑞金
包装有限公司和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
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察看并了解生
产情况。孙春兰强调，当前是复工复
产关键阶段，要完善产业发展支持措
施，增强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动
能，抓紧把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优惠政
策落实到位。及时解决地方和企业反
映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以赴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快速平稳“重启恢复”。要
严格执行防疫规定，慎终如始做好全
环节“精准防控”，毫不放松加强返岗
人员“一人一档”健康管理，确保抗疫
生产两不误。

中央指导组：

抗疫生产两不误
复工复产保增收

凉山火灾19名牺牲的救火英雄
烈士申报程序已启动
西昌市委书记解释火情为何发展如此迅速

3月31日，工人在位于湖州市织里镇的万邦德·栋梁铝业公司的车间内忙碌。该企业从2月份开始就积极包车包机
组织外省员工复工复产，同时还给员工提升生活补助。

近期，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政府积极帮助辖区企业复工复产，采取包车、包机、改善住宿条件等方式保障企业
员工返工上岗，普及健康码及封闭式管理模式，打造“线上直播”平台激活销售渠道等多种举措，引导织里镇131家规上
企业和1.3万家童装企业积极应变，推进企业及市场健康发展。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湖州：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促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