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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2017年审计整改清单未报
送证明材料的单位：
海南华信国际石油有限公司
海口洁加丽清洗消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杨程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龙壮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新天成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鸿安达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司
海口佳捷乐汽车养护有限公司
海口美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康之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海南溢隆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懋德房屋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田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海口程环岛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戴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安盛船务有限公司
海南正元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星光网园
海南北排博创水务有限公司
海口金冠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农垦鸿运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南东德瀚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达意害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方园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泽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中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葛洲坝（海口）引水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三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恒盛元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同心协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华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云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万事达资产管理公司
海南银河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南渝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天涯客在线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山水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8年审计整改清单未报
送证明材料的单位：
海南光彩天马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洁加丽清洗消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龙泉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三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三禾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司
海南汇丰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华信国际石油有限公司
海南溢隆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懋德房屋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田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海口康之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海南铭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国兴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安盛船务有限公司
海南方园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达意害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正元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北排博创水务有限公司
海口汉清水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市美兰区丁荣水库工程管理处
海南泽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葛洲坝（海口）引水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恒盛元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云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华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万事达资产管理公司
海南洁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同心协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渝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美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银河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0年5月14日

为了进一步落实审计署深圳特派办关于海
口市小微企业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免未免问题
整改工作的意见，现尚有 86 家小微企业（待审
核）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退费手续，请以下单位
填写《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退（抵）费审批
表》（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可在市残联网站下载），
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2017或2018
年《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以及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凭证复印件（所有复印件
加盖公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海口市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办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退费
申请，逾期仍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享受小微企
业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优惠政策。

咨询电话：66220506 66226133
地 址：海口市琼山区滨江一横路 2 号

（可乘坐69路，205路公交车在花卉大世界站下
车到达）

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办理小微企业2017、2018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退费的公告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白沙分局
不慎遗失《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13份，票据编号：NO:
0231471847—NO:0231471898；
NO:0231471919—NO:2314719
27；NO:0231472049—NO:0231
4720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食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合同章，发票章，法人章，声明
作废。
▲文昌文城艺舍小匠装饰工程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5600281933，声明作废。
▲毛成功遗失坐落于海甸五西路
78号美丽沙花园E2-704房的房
屋租赁证，房屋租赁证号：美房租
证【2019】第38094号，声明作废。
▲白大鹏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1-809购房收据
一 张 ，编 号:00552250, 金 额:
21155.43元，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尚晓英,尚晓萍遗失三亚凤凰水
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
团C3#605购房收据一张，编号:
0003528,金额:100000 元，声明
作废。
▲邢益河遗失坐落于文昌市东阁
镇红旗村委会东昌村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
031989号，特此声明。
▲海口奔达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1754304，声明作废。
▲王海森遗失执业医师证，证号：
110460026000111，特此声明。
▲黎良端、吴小伊、吴立新遗失座
落于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
社区河口路193-2号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2015）
第006726号，声明作废。
▲海南伟亚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澄迈福山养牧农家有机肥厂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华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陵水北斗康茂分店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海南润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急寻重要红色袋子及材料
本人2020年3月30日晚上7：00
到7：30分左右从龙昆南路到南大
桥交界处，出发到海涯国际大厦
楼。不幸遗漏一个红色袋子装的
档案材料（里面有5个账本还有档
案）有人捡到这些资料，请致电：
15108911436 王先生,本人愿以
8000元答谢！

减资公告
海南呈岳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MA5RHRD
85Q，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金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
元人民币减至200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自见报日起45日内向我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的担保
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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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减资公告
海南润梦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34MA5T4RBT

5G，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金由原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减至贰佰万圆整，请债权人自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我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关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债权资产竞价处置公告
我公司现拟将持有对澄迈县农机

经贸服务公司债权本金人民币7

万元及利息和附属权利进行竞价

转让处置。该债权的约定抵押物

为该公司名下位于金江镇环城西

路351平方米住宅土地使用权，未

办理抵押登记。有意受让者请联

系我公司了解情况，并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7日（含刊登当日）内书

面向我公司申报购买价格。联系

人：姜女士 电话：68582192。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

南洋大厦2302室。海南联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杨德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资格证书一本，证书编码：

199946210460026197009075123，

声明作废。

▲王显福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资格证书一本，证书编码：

199846210460026196811235134，

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财政所

不慎遗失坐落于白沙黎族自治县

邦溪镇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权利

证书号为：白国用（1991）字第48

号，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邓氏成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公章因磨损，现声明作废。

▲洋浦伟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为琼E6906(挂)的道路运输经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462000061554，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卉聚商务信息服务部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壹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92469002MA5T

9PY9XY。声明作废。

▲王爽不慎遗失职业证书中级统

计师证，证号：11002146，特此声

明。

▲张玉锦遗失位于海南省定安县
定城镇 弘诲路西侧，天长，椰风水
韵 6#楼商铺 1 号铺面不动产权
证，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14608
号，现特此声明。
▲东方慧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机构信用
代码:G1046 9007 026629003，
现特此声明作废。
▲ 陈文生、陈茂勇、陈茂雄、陈名
良遗失坐落于东澳镇东澳村委会
丰登村小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证
号:万宁集用(2011)第 14696 号，
声明作废。
▲李立选遗失琼D59778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469026003324，声明作废。
▲昌江威圣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琼国税登字:
460031062341775号，声明作废。
▲昌江威圣渔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06234177一5，声明作废。
▲海口食品有限公司公章损坏一
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海事法院遗失海南省财政
非税票据1份，编号：048043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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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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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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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式酒店公寓整体出售
现有万绿园一号3#楼产权式酒店
公 寓 共 84 套 ，总 套 内 面 积 为
3312.54平方米，拟定整体出售，价
格面议，有意者请联系阮先生
18976843839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减资公告
海南振广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34MA5T4XA

D47，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金由原注册资本5000万

元人民币减至200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自见报日起45日内向我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润达现代

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32410

915XE）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09,375 万元人民币减至25,000

万元人民币。为保护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者承担相应担保要求，逾期

不提出者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 此 公 告 。 联 系 人 ：郭 铁 英

13876358939

海南润达现代农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5月12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5月15

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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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分公司

2020年5月14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4HN0044、QY202004HN0046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及仓库进行分别招租，公

告如下：1、本次招租房产、商铺及仓库分别位于海口市国贸大
道1号景瑞大厦、海口市振东街、人民大道、龙华二横路、海甸三
西路、义兴路和琼山区咸来粮食管理所。房产面积17.37m2、
2215.72m2不等。2、本项目招租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
报价开始时间详见海南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告。3、租赁期限为

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4、公
告期：2020年5月14日至2020年5月27日。详情请登录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
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
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
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5237542
李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5月14日

航空发动机维修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范围内，项

目用地总面积为133.84平方米（约合0.2亩）。项目涉及演丰镇群

庄村委会大顶、连科村民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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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咨询演丰镇邓先生:15120966609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5月14日

迁坟通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64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仲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
口万利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2020)琼01执64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海口万利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营根街道
三角路口处山兰大厦三、四、五、六层(房屋所有权证:琼中房证
字第私有00436号，建筑面积3926.35平方米)的房产。因被执
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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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海岸88号
二区商业裙楼加装电梯公示启事
北海岸88号二区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人民大道西侧。现建设

单位拟对商业裙楼部分增加两部电梯。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5月14日至5月27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4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6月12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1、海口市和平大道32号永发小区兴发阁1501房（建筑
面积121.35m2，产权证号：海房字第HK041488号）。参考价：109.81
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海口市和平大道32号永发小区兴发
阁 1502 房（建筑面积 116.47m2，产权证号：海房字第HK041461
号）。参考价：107.5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特别说明：竞买人需
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产权
变更过户买卖双方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及拖欠的物管、水电费等所有
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6月11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6月11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
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
续。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15206 15607579889
王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200514期）

贸发会议：

一季度全球贸易额环比下降3%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13日电（记者凌馨）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13日发布的报
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全球贸易
额比前一季度下降3%。

这份由贸发会议牵头、国际统计机构和各国
国家统计部门共同参与撰写的报告显示，二季度
国际贸易可能加速下滑，预计环比将下滑27%。

贸发会议总部位于日内瓦，是联合国常设
机构之一，其宗旨是促进国际贸易，尤其是帮助
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

欧盟拟开放内部边境拯救旅游业
欧洲联盟委员会定于13日公布一份逐步重启内部边境的方案，为拯

救欧洲多国旅游业提供建议。旅游业是欧洲多国重要产业，经济产出大、
就业人口多，因新冠疫情遭遇重创。负责经济事务的欧盟委员保罗·真蒂
洛尼预估，今年欧洲旅游业恐损失40%收入。

依据多家媒体披露的方案草案，
欧盟委员会建议各成员国政府取消全
面旅行禁令、改用有针对性的限制措
施，并随着疫情消退而逐步取消内部
边境检查。方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最终决策权在各国政府。

路透社报道，目前欧洲内部几乎
所有人员流动已被叫停，即便在26个
欧洲国家组成的申根区内部，至少17

国也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采取了边境
管控措施。以往申根区内部不设边境
检查。

欧委会强调，各成员国政府决定
如何重启内部边境时，应尽量采取统
一标准，“协调一致、不带歧视，尽量保
持和谐”。

英国《卫报》报道，草案建议面临
“类似疫情总体风险”的国家应彼此开

放边境，具体风险因素包括“流行病学
情况，以及医护、检测、监控和社交接
触追踪能力”。

法新社举例说，奥地利如果打算
开放与德国边境，只要德国和捷克两
国疫情风险水平类似，也应同时开放
与捷克边境。同时，开放与邻国边境
意味着放行邻国境内全部居民，包括
非邻国国籍居民。

按照《卫报》的说法，欧委会对成
员国以双边形式开放“游客通道”显
示出趋于接受的态度。不过，多国政
府已酝酿实施多项举措，以挽救本国
旅游业。

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
和拉脱维亚决定自15日起互相开放
边境。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
茨上周宣布，有意对来自德国和捷克

等“安全国家”的游客开放边境。
消息人士披露，希腊政府打算6

月15日前重启旅游业，7月1日前允
许外国游客入境。以旅游业为支柱产
业的希腊先前提出，入境该国游客应
提前3天接受新冠检测。

希腊旅游部长哈里斯·塞奥哈里
斯12日确认，如果欧盟13日再不出
台相关举措，该国打算率先与其他国

家签署“双边协议”，允许跨境航班进
入。目前，希腊已与德国、奥地利、以
色列、塞浦路斯以及保加利亚等多个
国家商讨相关事宜。

有消息称，法国与英国也打算对
彼此开放夏季旅游通道。英国政府
发言人既没承认、也没否认这种说
法，只说外交部建议民众取消非必要
出境旅行。

旅游业大约占欧盟年经济增长
的十分之一，容纳大约12%劳动人
口就业。欧盟委员真蒂洛尼预估，今
年欧洲旅游业恐损失40%收入。欧
委会还预估，大约640万旅游从业者
可能因疫情失业。

世界旅游组织3月曾预测，今年
全球游客人数可能大跌 20%至
30%，导致4500亿美元损失。其中
欧洲可能受损尤为严重，因为大约半

数全球游客目的地位于欧洲。
欧委会13日即将公布的方案提

出，欧委会将在夏季旅游高峰前推出
全欧盟范围的“互动地图”，方便游客
查询各国边境管控和旅行限制情况。

德国等国提议，允许航企用代金
券补偿乘客。但欧委会方案提出，航
企应加大优惠力度，让代金券具备与
现金同等的吸引力。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行业损失惨重

建议保持一致

多国自有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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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
白工业园，一辆无人车准备上路行驶。

在位于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一辆无人驾
驶电动车行驶在封闭道路上，标志着这里打造白
俄罗斯首个无人车试验区进入新阶段。新华社发

中白工业园打造
白俄罗斯首个无人车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