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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客户：

200电话卡、17908电话卡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发行的密码记账式电话卡，主要用于本省语音通话。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电话卡的应用已经被其它产品替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将于2020年6月29日凌

晨0点起停止200电话卡、17908电话卡业务服务。停止服务

后三个月内，客户可凭持有的有效期内的电话卡实物到指定

电信营业厅置换充值付费卡。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5月26日

减资公告
经海南弘升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

币壹亿元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妍

联系电话：18078976559

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对下列拍品进行

公开拍卖。1.房产：海口海甸岛江

南城小区55栋3单元206室，面积

180.38m2；2.房产：三亚迎宾路59

号花梨翠园701室（39号年轮小

区）面积118.61m2。详情请咨询

0458--3607566。竞买登记截止

时间：拍卖会前一日17时。拍卖

会方式：现场或网络拍卖拍卖会日

期：2020年6月5日9时。地点：

黑龙江省伊春市通河路60号后楼

伊春市伊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供 求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遗失声明

九九互动（海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RJ8AJ5D；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水利学会不慎遗失海南省
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9张，编
号 分 别 ：7601635、7601641、
7601642、 7601649、 7601652、
7601653、 7601663、 7601678、
7601670，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12468871051079222Y，有效期:
自 2018 年 03月 30日至 2023 年
03月30日，声明作废。
▲陈平贵、陈宋飞、陈邦球遗失坐
落于龙华区龙泉镇椰子头村委会
涵泳经济社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集用（2009）第000590
号,声明作废。
▲海南文昌鸿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规划报建文本，特此声明。
▲海南省建筑产业化股份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一份使用登记证、登记
证编号：琼 A-T- IV- 1231-A
（ML）-03- 0095-U；出厂编号
为：1012TC01300398、特此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陵水欧柏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
向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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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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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成美医院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司公章，财务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升口副食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0016305（1-1），声明
作废。
▲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村民委员
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共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支部
委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海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屯昌县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不
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366651004522，经 费 来
源：全额拨款。声明作废。
▲海南迅付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 叶 宁 （ 身 份 证
460031195706015259）遗失二轮
土 地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469026103206260021J，特此声
明。
▲ 刘 振 奇 （ 身 份 证
460030197812126617)遗失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琼交运管许
可白沙字:469025060206 号，声
明作废。
▲昌江石碌昌盛禽蛋经销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60011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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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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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减资公告
海南叫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 91460100MA5T26536E 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
注册资金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4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
系人林先生：18876678200

注销公告
海南铭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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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款函
海南浦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根据
贵司与我公司（代指乌鲁木齐金裕
隆汇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12
月 28 日签订的《销售总代理合
同》，贵司委托我公司为西联豪廷
花园项目提供销售总代理服务。
签约后，我公司推荐客户成交120
套，总销售额为人民币27323936
元，至今贵司尚拖欠我公司销售佣
金为人民币1943277.44元。我公
司曾多次向贵司催讨欠款均未果，
现登报催款。请贵司收到本通知
后的3天立即向我司支付销售佣
金人民币1943277.44元 联系电
话：18999232788
催款人：乌鲁木齐金裕隆汇贸易有
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602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6月2日

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位于海口市金龙路8号嘉华

城市花园商业裙楼第一层D38、

D67、D68、D69房，证号分别为：海

房字第HK067134号、HK066971

号、HK066974号、HK066976号，

建 筑 面 积 分 别 为 ：15.06m2、

15.49m2、15.49m2、15.06m2。竞买

保证金：20万元每套。上述拍卖

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所产生

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0年6月1日下午

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地址：海口市海垦国际金

融中心6层电话：0898-66736719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1200417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国用(18)字第008号，权利人

姓名：邓世英，不动产坐落：临高县

加来镇前进街，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

定，申请补证，以上不动产权证书

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黄文雄遗失座落于海口市秀英
区东山镇东星村委会儒黄第五经
济社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1）第007482号,声
明作废。
▲吴淑盛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燎原村民委员会西崀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37582号,特此声明。
▲吴淑盛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燎原村民委员会西崀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37600号,特此声明。
▲吴淑盛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燎原村民委员会西崀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37605号,特此声明。
▲上海昂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坐落于海南陵水光坡镇香水湾
B区富力湾旅游度假区山海豪庭
小区B型别墅B107栋-1｀2层
B107 房 的 房 产 证 ，证 号 ：琼
（2018）陵 水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980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建设工程顾问监理有限
公司遗失开具给海南中和（集团）
有限公司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046001900104，发票
号码：13195137，声明作废。
▲陈淑荣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 可 证 ， 许 可 证 号 ：
469005003532，现声明作废。
▲海南佳为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冯标彬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 证 ， 注 册 证 号 ： 琼
246151709241，特此声明。
▲本人胡雯雯遗失绿地集团海口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
德公馆房款收据叁张，收据编号：
0000724，收据金额：40000元，收
据编号 ：0002702，收据金额 ：
77959元，收据编号：0009624，收
据金额：180000元，特此声明作
废。
▲儋州那大聚德轩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777897，声明作废。
▲三亚南方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000320，声明作废。
▲三亚南方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200730043758H，
声明作废。
▲黄海波、林凤静遗失海南鼎圣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口自在城-
永和花园三期-A1-A1-1902房
的购房定金，收据号码：0015027，
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
▲吴多传、吴多柏、吴多孝遗失座
落于秀英区东山镇射钗村委会十
三社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集用（2010）第034408号，声
明作废。
▲许仁杰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片区棚遍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登记编号：
468，现场编号：B60，声明作废。

受万宁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
开拍卖：位于万宁市万城镇万州大道东侧1202.9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
用权,该土地是由[土地证号：万国用（1999）第0100615号] 中可分割
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按海南东来测绘字第2019005号测绘报告中的
空地1、空地2、道路1、道路3、道路4、道路5）。参考价：人民币56.42
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
拍卖时间：2020年6月16日16：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
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6月15日17:00止；4、收取竞
买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6月15日12：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
保证金单位名称：万宁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10867590002487。6、缴款用途处必须填
明：（2020）琼9006拍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由买
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2003、0898-66745877
拍卖机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万宁市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2221635

（2020）琼9006拍2号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分别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5HN0062
受委托，按现状对新海港客运站候船大厅待检区商铺、待渡

区商铺、北侧一楼商铺（面向停车场）和综合楼一楼东侧商铺分别
招租，具体情况如下：

租期均为3年，每年租金按上年度递增6%；公告期为：2020
年5月26日至2020年6月8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
（http://ejy365.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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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558010 孙女士、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5月26日

商铺名称

客运站待检区商铺
客运站待渡区商铺
客运站北侧一楼商铺
（面向停车场）
综合楼一楼东侧商铺

面积(m2)

95.16
65.2

71.34

128

挂牌底价/
首年月租金(元)

50836
22157

10196

40129

保证金(元)

150000
60000

30000

120000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胡喆）飞天、入海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
想。近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正式对外宣布：我国自主研制的大
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
龙”AG600继2017年陆上首飞、2018
年水上首飞成功之后，将于今年下半
年在青岛开展海上首飞试验，全面推
进项目研制。

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快速发展，
开展的海洋调查、海洋勘探、海洋开
发、海上运输、海洋旅游服务等生产、
生活和科研活动日益频繁。加之近
年来天气变化异常，恶劣气象频繁发
生，这些不利因素都对海上船舶航行

安全和海上人员作业安全构成了严重
威胁。

而我国的水上救援体系和救援设
施目前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作为可用
于森林灭火、水上/海上救援的大型水
陆两栖飞机，AG600具有速度快、机
动性好，搜索范围广、搜索效率高，安
全性高、装载量大等优点，单次最多可
救护50名遇险人员，它的早日投入使
用将有效满足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和国
家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需要。

各海域风大浪急、大气环境盐分
高，相较于内陆水面环境更为复杂。
AG600飞机海上首飞的顺利进行将
全面探索海上试飞技术和试飞方法、

检验飞机水动性能和水面操纵特性、
检查飞机各系统在海洋环境中的工作
情况，并收集海上飞行数据，为后续相
关工作提供支撑。

为验证AG600飞机海上特性，在
成功完成水上首飞后，2019年全面开
展了科研试飞及试飞员改装培训等一
系列工作，为型号改进优化和改装培
训提供支撑，也为海上首飞试验奠定
了坚实基础。

目前，AG600已开始海上首飞的
前置科目试飞，已累计完成172架次、
308小时试飞，正按计划推进海上首
飞所需转场航线、试验空域、陆上机
场、海上起降带选择等工作。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今年将海上首飞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5日表
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国没
有资格指手画脚、插手干预，如果美
方执意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将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回击和反制。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奥布莱恩称，如果中方有关涉港立法
决定付诸实施，美国将制裁中国。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一些政客就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涉港议程发出的
各种噪音，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说，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已经阐
述得十分清楚了。

赵立坚强调，没有任何国家允许
在其本国领土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的活动。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
权，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美国
自身针对国家安全问题制定了几十
部法律，竭力打造维护本国国家安

全的“铜墙铁壁”，却对中国的国家
安全立法横加干涉甚至企图在中国
国家安全网上“凿墙破洞”。这种“双
重标准”的做法，充分暴露出美国一
些人的险恶用心。

赵立坚说，全国人大有关决定针
对的是极少数人分裂国家、颠覆国家
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
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
活动，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
香港市民，保障的是香港居民以及外

国在港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此举
不仅不会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
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反而会使香港
拥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加稳定
的社会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营商
环境，更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这恰
恰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最大民意。

他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
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
是《中英联合声明》。随着1997年香
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

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
全部履行完毕。美方没有任何法律
依据、也没有任何资格援引《中英联
合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香港特区立什么法、
怎么立法、何时立法完全是中国主权
范围内的事，美国没有资格指手画
脚、插手干预。如果美方执意损害中
方利益，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回击和反制。”他说。

外交部：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国没有资格指手画脚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成欣）针对有报道称美方近日讨论了
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25日说，中方对有关报道表
示严重关注，敦促美方不要在破坏全
球战略稳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5月22日，《华盛顿邮报》援引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消息，称美国国家

安全官员本月15日内部会议中讨论
了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中方对此有
何看法？

赵立坚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是国际核军控体系的重要支柱，
该条约虽未生效，但禁止核试验已成

为国际规范。条约对推动核裁军、防
止核武器扩散、进而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包括美国在内

的五核国均已签署条约，并作出了
“暂停核试验”的承诺。美国是开展
核试验次数最多的国家。

“我们敦促美方承担起应尽的
义务，恪守承诺，切实维护条约的
宗旨和目标，多做有助于维护国际
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事，不要
在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他说。

对美方讨论重启核试验可能性相关报道

外交部表示严重关注

就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

五部门出台指导意见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中国残

联获悉，中国残联、财政部等5部门近日共同印发
《关于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残疾人基
本民生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稳定残疾人就业和
推进残疾人脱贫攻坚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指导意见指出，各地要密切关注、准确掌握受
疫情影响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情况，坚持应保尽保
和分类施策原则，切实保障困难残疾人家庭基本
生活，对残疾人供养、托养、照护等机构恢复服务
给予支持。

此外，指导意见要求各地采取主动协商用人
单位保留与残疾人劳动关系、帮助落实国家和地
方各项就业帮扶政策、加强残疾人就业资金保障、
抓好线上线下残疾人就业服务等举措，千方百计
稳定残疾人就业，同时加大对农村贫困残疾人帮
扶力度。

我国研制出“超级材料”
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应用前景

据新华社合肥5月25日电（记者徐海涛）密
度仅为钢的六分之一，轻盈但强度、韧性超过传统
陶瓷与合金，可承受从零下120摄氏度到零上
1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且“吸能”耐撞，这是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研制的一种综合性
能强劲的“超级材料”，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具
有应用前景，并有望替代工程塑料减少污染。

纤维素是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天然生物质
材料，在树木、水稻、小麦、棉花中都大量存在。少
有人知的是，纤维素在微观层面性能强大，直径小
于头发丝万分之一的纳米纤维素，强度超过钢
铁。但是，纤维素组成的宏观材料却变得“柔
弱”。因此，在宏观层面再现纤维素的强大性能，
成为国际材料科研的重大挑战。

近期，俞书宏团队运用创新工艺，在国际上首
次将纳米纤维素加工成一种新材料。经检验，其
密度仅为钢的六分之一、航空铝合金的一半，轻盈
得多，却“更强更韧”。

据介绍，这种新材料的尺度稳定性极高，热膨
胀系数接近陶瓷。在零下120摄氏度到零上150
摄氏度范围内，当温度改变100摄氏度，其尺寸变
化不到万分之五。它还很“耐撞”，受到时速100
公里的撞击，能瞬时将巨大的能量吸收耗散。受
穿刺冲击时只有局部损伤，没有形变和裂纹，明显
优于陶瓷、塑料和铝合金。

日前，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发表了
该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