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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陵水黎安岭仔华博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中国共产党琼海市万泉镇博山
村支部委员会遗失党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莫若灵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201746002116,注册日期：
2017年11月28号，声明作废。
▲林诗栋不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
八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登记顺序
码：0198，特此声明。
▲林勇不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八
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登记顺序码：
0198，特此声明。
▲万宁万城隆兴湖南人湘菜馆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
证 编 号:JY24690060015823，声
明作废。
▲ 林 翠 红 （ 身 份 证 号 ：
460100197306041829）遗失就业
失业证，编号：20122177，声明作
废。
▲祝华海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C
区B栋109铺房款收据2张，票据
号LD：0000380，金额140618元；
票 据 号 LD：0000069，金 额
565972元，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新州镇黄玉村委会卫生
室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4660201，现声明作
废。
▲文昌文城亲诚便利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0008366，声明作废。
▲海南友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
让证明书，编号：200617134，声明
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
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403703，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华宇名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振波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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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83032），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0年 6月4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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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5日

声明
郑 毅 （ 身 份 证 号 ：
4600036197302110015）；李 欣
（ 身 份 证 号 ：
460006198603150017）因违反我
公司相关管理规定，于2019年12
月26日已解除劳动合同。本公司
声明，自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郑
毅和李欣在外的一切商业行为与

本公司无关，如有损害公司利益的

行为，本公司将追究相关法律责

任。特此声明。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4日

注销公告
琼海合诚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469002MA5RGXTY06拟向海
南省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柤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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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食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708814421J,现声明作
废。
▲三亚仪衡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60200000049664，声 明 作
废。
▲三亚裕福兴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赵明国遗失位于东方市八所镇
二环北路飞龙花园小区 1 单元
1403房产权证，证号:放权证东字
第00016232号，声明作废。
▲儋州白马井湘澧人家饭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31104287,现特此
声明作废。
▲钟尊福遗失琼D58737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469026003279声明作废。
▲谭叶妹于2020年1月10日遗失
居民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号码：
460003199211170428，声 明 作
废。
▲海口龙华蓝魅休闲餐吧遗失娱
乐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460106160090，声明作废。
▲羊寿玲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200846004523，注册日期：
2008年05月25日，声明作废。
▲广东长征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 陈 胜 利 （ 身 份 证 ：
422126197002254022）于 2010
年12月7日在海南妇产科医院出
生一名男婴，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J460172001，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07执16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吴清教与
被执行人林书忠、黎春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林
书忠、黎春燕登记在案外人黎玉燕
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城东沙场
路城东社区居委会宿舍楼 2 楼
C203 号 [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HK061868] 房屋一套，查封期限
为三年，现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凡对上述查封的
不动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据材料向
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理。特此公告。

2020年4月13日

变更公告
海口天使幼儿园，联系人：马梦瑶，
电话：13111986123，地址：海口市
金龙路77号怡和花园7栋，邮箱：
284747096@qq.com，学校拟变更
举办者：徐平、校长：徐平、法人代
表：徐平，清算原因：举办者变更，
清算时间：2020 年 4 月 2 日至
2020年6月31日，清算组成员：马
梦瑶、彭金来、卢海岸、陈彩云、桂
娟娟、李俊燕、张苗。

公告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临高公路分局
职工：王雄江同志，必须于2020年
4月25日前回到我分局。若逾期
不回，视为自动离职，我局将根据
相关规定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终止
关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临高公路分局

2020年4月15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163、164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
南仲裁委员会（2019）海仲字第
1495、1496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
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段瑞芝
与被执行人沈军、沈先兵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人段瑞芝申请将沈军持
有的海南港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3.1%的股权和沈先兵持有的海
南港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4.9%的
股权恢复变更登记至申请人段瑞
芝名下。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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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0二0年四月十四日

分立公告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本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议如下：1、以存

续分立方式对本公司进行分立，本

公司将分立为海南卓泰制药有限

公司（存续公司，沿用原公司名称）

以及海南卓华制药有限公司；2、存

续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00万

元，新设立海南卓华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3、

经本公司确认的债权债务将由存

续公司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承

继。本公司债权人可在本公告见

报后30日内申报债权并与本公司

就债务问题进行协商。联系人：常

慧 电话：66803139。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本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议如下：1、本公
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0万元
减为人民币9000万元；2、减资前
经本公司确认的债权债务将由减
资后的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承
继。本公司债权人可在本公告见

报后30日内申报债权并与本公司

就债务问题进行协商。联系人：常

慧 电话：66803139。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口合联创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1PFB13 拟向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柤关事宜。

认婴公告
男童，姓名不详，岀
生约 4 岁，于 2019
年 11 月 10日在海
口市人民公园被捡

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
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
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联
系电话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20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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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商铺出售
现有海口市海垦路118号绿谷康

都9#楼7间临街商铺出售，该商铺

毗临金盘保税区，是城市的发展地

带，北临三叶大道，南靠城市主干

道南海大道，东接海垦路，交通极

为便利。数量有限，价格优惠，联

系电话：18976168506，32884981

海南三叶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2日

遗失声明
海南省种子总站工会委员会不慎
遗失基本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
证，账户：21105001040004816，
核准号：J6410028939101,编号：
6410-00463944，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省府大
院支行，声明作废。海南省种子总
站工会委员会 2020年4月7日

遗失声明
陵水博超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吴秀菊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50012001648，声明作
废。
▲姜律中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甸
四东路寰岛花园A2幢的房产证，
证号：HK018810，声明作废。
▲姜律中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海甸
岛东部开发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 号 ：海 口 市 国 用（2010）第
013618号，声明作废。
▲张丞遗失残疾军人证，证号：粤
军0014979，特此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初级中学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号：JY34601070033878，
声明作废。
▲李聚友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D区A组团G9-1-502
购房收据一张，编号:029622，金
额:100000元，声明作废。
▲夏毓泽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团C3#
618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351493,金额:35941元，声明作
废。

因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五指山互通工程在S26五指
山连接线进行互通匝道下穿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
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一、管
制时间:2020年4月18日至2020年10月18日。二、管制路段及管
制方式:管制期间，封闭五指山往S26五指山连接线的出入口及S26
五指山连接线K18+800至K20+050段。（一）由G9811海三高速经
S26连接线往五指山的车辆从K18+800主线右幅→五指山互通C匝
道→便道→X585通水线继续前往五指山方向；（二）由五指山经S26
连接线往G9811海三高速的车辆从X585通水线往畅好乡方向行驶
约1000米→便道→五指山互通C匝道→进入S26五指山连接线右幅
→K18+800中分带开口进入主线左幅继续前往G9811海三高速方
向。届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
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0年4月14日

关于S26五指山连接线五指山市区
出入口互通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由我司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海甸五路颐

海园小区A座10层1001房（专有建筑面积：121.43m2）及颐海园小
区地下车库1（建筑面积1909.96m2）；参考价：366万元，竞买保证金：
30万元。2、琼海市嘉积镇银海开发区（北方邨小区）7-2-25号商铺
（建筑面积182.80m2）；参考价：200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
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1）标的1:2020年5月8日10
时 。（2）标的2：2020年4月30日1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
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02房。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
间：均以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17时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
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均以拍卖日
前一日12时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018期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标的均按现状进行净
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
担。拍卖机构电话：66533938；18689563567。[近期拍卖信息：三亚
市吉阳区（河东区）榆亚路（大东海旅游区旁）林达酒店A幢第二层
2372.62平方米房产（原爱晚亭湘菜馆）]

（2020018期） 公告
海南中财首泰农业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行于2019年12月收到你方提交的关于海南中财首泰
农业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托管资产管理运用指令等相关资
料，我方组织审核后，数次电话联系你方指定人员（王朔先
生），未获应答和回复。现为履行托管职责，保障合伙人权益，
特公告提示如下：

一、请你方尽快补充提交托管资产履行清算程序的相关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人会议决议、清算组（人）构成情况、
可供分配财产审计报告、清算报告等。

二、关于部分合伙人权益转让，请向我方补充提交其已获
合伙人一致同意且按合伙协议约定程序进行转让的书面资料。

三、你方应敦促海南中财首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其被纳入中国基金业协会“失联（异
常）”机构名单问题。

具体事宜请及时联系我方（卢先生0898-65338577）。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0年4月15日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要求落实落细今年以来出台
的支持企业政策措施，助力企业渡难
关；部署采取有力有效举措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确定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力度，推动惠民生扩内需；决定延续西
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今年以来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
业纾困和复工复产，及时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在减税降费方面，采取对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增值税、
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延长交通
运输和餐饮住宿等企业亏损结转年
限、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缓缴住房
公积金、免收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企
业用电用气价格等措施，加上去年减

税降费政策翘尾，这些可为企业减负
1.6万亿元。同时按程序提前下达今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1.29万亿元。
在金融支持方面，通过3次降准、再贷
款再贴现向金融机构提供3.55万亿元
低成本资金，用于向企业发放低利率
贷款，另外截至3月底已对约8800亿
元企业贷款本息实行延期。下一步，
要在扩大实施前期有效政策基础上，
多措并举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
度，并抓紧按程序再提前下达一定规
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研究进一步加

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支持。帮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缓解
房租、用工等成本压力。强化对困难
群体兜底保障。

会议指出，高校毕业生是国家的
未来，是祖国建设新生力量。今年毕
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受疫情影响，就业
形势更加严峻。一要加大力度支持稳
企业、拓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强化
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大力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带动新业态发展和灵活
就业。二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充实

基层教师和医护人员队伍。更多采用
市场化办法，政府给予政策支持，鼓励
毕业生围绕社区各类服务需求创业就
业。三要加强就业服务。研究助学贷
款延期还款、用好失业保险基金等政
策，对困难家庭未就业毕业生等给予
倾斜支持。对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实
施特殊支持政策。

会议指出，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扩大内需的
重要举措。今年各地计划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

户，比去年增加一倍，重点是2000年
底前建成的住宅区。各地要统筹负
责，按照居民意愿，重点改造完善小区
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社区养老、
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建立政
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改造资
金的机制，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地方政
府专项债给予倾斜，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改造运营。

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稳定企
业长期发展预期，会议决定，对今年底
到期的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
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政策，延长实施期限。同时，降低
享受政策的门槛，将鼓励类产业项目
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限制比例由70%降至6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落实落细支持政策助力企业渡难关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4日晚同塞尔维亚总统武
契奇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塞关系是最深厚
的国与国关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考验，两国再次以实际行动体现了亲
如手足的兄弟之情和肝胆相照的朋友
之义。中方对当前塞尔维亚人民面临
的疫情威胁感同身受，已向塞方提供
急需的医疗防护物资，派出高水平医
疗专家组。中方将继续为塞方抗疫提
供帮助和支持。相信在你坚强领导
下，英勇无畏的塞尔维亚人民一定能
够早日战胜疫情。

习近平强调，中塞深厚、特殊的友
谊是用鲜血和意志铸就的，无论什么风
险挑战，只会将中塞铁杆情谊淬炼得更
加坚不可摧。中方愿同塞方一道，坚定
捍卫国际道义，推动国际社会同舟共
济、团结合作。相信经过共同抗疫的考
验，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迎来更美
好的未来。祝中塞友谊万古长青！

武契奇表示，中方已经控制住疫

情，我由衷感到高兴。在塞尔维亚人民
处在困难的时候，中方施以援手，特别
是中方医疗专家组为塞方防控疫情提
供了很大支持和帮助，我们会永远铭
记。中国给予塞尔维亚人民战胜疫情
的希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塞
尔维亚人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真诚可
靠的铁杆朋友。塞方将尽力照顾好在
塞中国公民。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
保持密切交往。塞中友谊万岁！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4日晚同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热恩别科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蔓延，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带来巨大威胁。在中国疫情防控
形势最艰难时刻，吉政府克服困难及
时向中方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吉社会
各界通过不同形式声援中国抗疫斗
争，留下很多暖心时刻。中国人民对
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有着兄弟般的友好
情谊。中方对吉方目前遇到的困难感
同身受，愿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并肩

抗疫，继续向吉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分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尽快派
遣医疗专家。相信在你领导下，吉方
一定能够尽快战胜疫情。

习近平强调，中吉是山水相连的
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
吉方一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双边层面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
架内加强团结、协调、合作，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恢复
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双方要
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
互支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
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热恩别科夫表示，中方在抗击疫
情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为全球
抗疫斗争提供巨大支持并发挥引领作
用，吉方表示由衷钦佩。这次疫情再
次凸显了践行您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紧迫性、现实性、时代性。感
谢中方关心照顾在华吉尔吉斯公民，
并及时为吉尔吉斯斯坦抗击疫情给予

宝贵支持和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永远
是中国人民最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
伴。吉方愿同中方深化农业等各领域
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4日晚同芬兰总统尼尼斯
托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对芬兰政府和芬兰人民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问和坚定支持。
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国际社会唯有凝聚合力，才能共
克时艰、战胜疫情。中方愿同各国一道
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我们将
优先恢复和提高医疗防疫物资产能，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国际抗疫
合作和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前不久，中方同包括
芬方在内的欧洲国家举行了防疫工作
视频会议。中方愿继续同芬方交流疫
情防控经验，帮助芬方解决当前防疫物
资短缺等困难。相信在你领导下，芬兰

人民继续发扬坚韧不拔的“西苏”精神，
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希望芬方高度重
视并做好在芬兰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
生的安全保障工作。相信通过共同抗
疫，中芬友谊将得到深化。疫情过后，
双方要尽快恢复各层级人员往来，挖掘
释放科技创新、信息通信、生命科学等
领域合作潜能，推动中芬面向未来的新
型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尼尼斯托表示，当前，芬兰面临
严峻疫情，芬兰人民正付出艰苦努
力，中方有关经验对我们非常有益。
感谢中方在医疗防疫物资等方面给
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芬方希望同
中方加强合作，尽快战胜疫情。我完
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赞赏中方同世卫组织和欧
洲国家开展良好合作，并在二十国集
团框架内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
作。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发展对世界至
关重要。芬中关系很好，芬方将继续
照顾好在芬中国公民。我希望同你共
同努力，推动芬中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习近平分别同塞吉芬三国总统通电话 我国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疫苗
全球率先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武汉4月14日电 由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团队
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于12日
开展二期临床试验。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公布，
这是全球目前唯一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
毒疫苗。

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我国组织开展了多种技
术路线的疫苗研发，其中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
毒疫苗研发工作进展显著，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陈薇介绍，该疫苗以改造过的复制缺陷型腺
病毒为载体，搭载上新冠病毒的S基因，进入受试
者体内，使人体产生对S蛋白的免疫记忆，从而达
到将病毒“拒之门外”的效果。

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二期临床试验
将招募500名志愿者参加，并引入安慰剂对照组，
进一步评价疫苗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截至13
日17时，已有273名志愿者接种疫苗。

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两款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二
期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相关临床试验同步启
动。这是首批获得临床研究批件的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

这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别由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科兴中维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有关科研机构开发而成。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疫情发生以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门设立疫苗
研发专班，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
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
苗5条技术路线共布局12项研发任务，目前均
在稳步推进。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腺病毒载
体疫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据了解，上述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企业具备
大规模灭活疫苗生产能力，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已为紧急使用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