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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1583号之五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梁南龙与被执行人罗子渊、吴宛静民间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罗子渊、吴宛静不主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于2020年5月25日10时至2020年5月26
日10时分别对被执行人罗子渊、吴宛静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
16号蓝水湾(一期)2#尔雅阁第1层2-13商铺、海口市中山南路2-
18号福祥家园5号楼4层406房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因无人竞买
未能成交。本院决定对上述房产于2020年6月25日10时至2020
年8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变卖(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
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sf. taobao. com/
0898/13，具体变卖内容请进入网址查看)。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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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00:00—06：00对中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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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事业单位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人员安排的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
（琼改办〔2019〕12号）和《中共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
撤销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等19个事业单位
的通知》（琼编〔2019〕80号），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中心、
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信息中心和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执法
局予以撤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见此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吕书为 联系电话：66812593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6月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601号

申请执行人吴阳雄与被执行人陈彩英离婚纠纷一案，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1740号民事调
解书已生效。双方调解确认陈彩英协助将位于海口市金鼎路
金城苑小区 C1 栋 203 房 [不动产权证号: HK032333-
1HK032333]过户登记至吴阳雄名下。因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
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强制执行将上述房
产过户至其名下，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 0898-68659205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0年度
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2020年度废旧PS版处置

项目（HNRBYSC-2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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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

标结果是：

吴川市鼎盛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0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12日，如

对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

开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孔小姐 0898-66810307。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1330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南峰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李以明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
10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
行人李以明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0
年5月8日查封被执行人李以明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华盛中
央公园一期5#栋24层25A01室(不动产权号:YG065944) ,现
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
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联系电话: 0898-68650212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约定
计算截止基准日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
诺。上述债权有商业地产和土地使用权等提供抵押；有公司法人提供
连带担保。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
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合作意向：合作面向国际
和国内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欢迎符合上述
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

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
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联系人：赵女士 张女士。联系电话：
0898-36686291 0898—36687631。邮政编码：570203。联系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分公司监察审计部
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10日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285,000,000.00

374,000,000.00

659,000,000.00

利息

18,923,100.59

25,616,641.43

44,539,742.02

罚息

17,636,356.4

23,143,846.85

40,780,203.25

复利

800,477.83

1,100,509.12

1,900,986.95

债权合计

322,359,934.82

423,860,997.4

746,220,932.22

基准日

2020/3/20

2020/3/2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营销公告
2019年7月1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简
称“工行海南省分行”）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收购工行海南省分行不良
资产包（海南分行2019年HN001号）。现我司拟对资产包内的海南凯
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2户企业债权进行

组包或单户处置。拟处置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746,220,932.22元，其
中：债权本金人民币659,000,000.00元，利息人民币44,539,742.02
元，罚息人民币40,780,203.25元，复利人民币1,900,986.95元，债权
计算基准日为2020年3月20日，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
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处置范围内。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

公司)拟对拥有的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海南蓝海
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同）债权资产进行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一、债权资产情况。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
初20号民事判决书，截至2020年05月31日，我公司拥有对海南蓝
海水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余额、重组收益及违约金
合计人民币443,197,222.33元(最终转让金额以债权转让时点计算
为准)，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元）

二、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
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三、对交易对象的要
求。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四、公告期限。公告期限为20
个工作日，2020年06月10日至2020年07月08日，公告期内受理
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
向书。五、联系方式。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0898-
66701497，程先生：0898-66746779。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的举报电话：0898-66719311。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
号。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06月10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20年07月08日

债务人名称

标的债权

对应担保措施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93,022,901.70
1.抵押：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海南（国家级）水产物流交易中心”项
目68562.14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81881.49平方米在建工
程。2.质押：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重组收益
158,209,412.55

违约金
91,964,908.08

合 计
443,197,222.33

陈垂安名下琼（2020）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01072号宗地位于

文城镇新风路。用地面积为125平方米，证载用途为住宅。建设人

陈垂安申请建设一栋6层住宅楼，总建筑面积为709.98平方米，具体

建设内容详见报建方案。根据《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该宗地建筑退线东侧应退用地红线5米。经现场踏勘，该

街区现状建筑已成规模，为保持街景统一，拟同意按照现状退线平齐

一致。现将“陈垂安住宅楼”报建方案予以批前公示。为广泛征求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报建方案进

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天（2020年6月10日至6月19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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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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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0日

关于“陈垂安住宅楼”报建文本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聚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建的“文昌国际航天城孵化区配
套商办中心”（以下简称“商办中心”）位于文城镇文琼公路东侧、东环
高速铁路西侧地段，为商贸物流园项目修规一部分。商办中心涉及控
规CS-B-04地块总用地面积242.44亩，市政府批复同意CS-B-04
地块修改为商业办公功能，建设单位按此申请修改项目修规方案，将
未建设部分土地建筑原商业功能调整为办公，拟建“文昌国际航天城
孵化区配套商办中心”。2020年4月28日经市62次规委会审议通过
商贸物流园项目修规方案指标为：总建筑面积216324.29平方米，容
积率1.04，建筑密度28.64%，绿地率30.01%，建筑高度48.66米。文
昌国际航天城孵化区配套商办中心拟建内容为3栋9层办公楼，建筑
面积79683.29平方米，建筑高度为48.66米。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
现按程序对“文昌国际航天城孵化区配套商办中心”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6月10日至6月24日）；2、公示地点：海
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原文昌市国土
局二楼，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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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孵化区配套
商办中心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本公司为输变电工程专业公司，现因业务拓展需要，诚聘
技术总监1名：底薪2万元，奖金另议。要求具有15年以上的
电力行业管理经验，精通变电站、线路及用户工程的设计施
工，熟悉企业管理及工程现场管理，善于沟通，熟悉本地供电
部门相关政策规定及验收送电流程,有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
格证书。

联系人：刘先生189 7698 5988
袁女士 139 7668 3223

公司电话：0898-68537988
公司邮箱：hainanmaidi@vip.163.com

海南迈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HAINAN MAIDI ENERGY TECHNOLOGYCO.,LTD.

诚 聘 英 才

根据美兰区政府安排，我司即将对海口市美兰
区灵山镇琼文公路南侧土地81.46亩（原海南鹿场
用地）开展土地清理工作。凡在该用地范围内的各
位经营主体，自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应自行处置经
营物品并及时退场，逾期未处置则视为无主物。届
时，我司将联合政府部门开展统一清场工作并对无
主物进行强制清理。

特此通知。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0日

通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姓名
翟存林
林微术
符功

李美霖
成卓连
陈婷

李再兴
林永永
杜修宝
蔡源

全宏军
温芬芬
李欣窈
麦世友
陈晓娜
范哲

李振波
冼汉玛
唐志刚
薛丽霞
谢凤媚
林育生
苏靖州
赵建

谭少现
詹达榆
李爽

苟文凯
彭 蓉
王 亮
冯正云
赵仕欣
孙鸿儒
曹 君
符少登
郭小辉
刘子晗
易 炜
吴俊林
龙登任
李庆勋
王素琴
李玉婷
罗丽君
罗亚花

身份证号码
320102********2011
460103********0016
460001********0731
460200********0980

********
440801********268X
511902********1535
46020********60518
460004********3438
460200********0516
430403********0517
360424********2842
430403********0517
460200********0510
440506********0760
511325********4130

********
********
********
********
********
********
********
********
********
********
********
********

432522********5201
460003********4611
460006********0920
460200********0563
460033********7216
420115********0075
460007********5012
460030********0010
431123********0022
460200********1391
460033********3255
460200********2497
460200********2514
412702********8462
460200********2526
460200********272X
460200********272X

应退节假日补贴（元）

3900.00
4400.00
500.00

2800.00
3900.00
4400.00
3900.00
4400.00
4400.00
200.00
4400.00

1900.00
900.00
9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应退交通费补贴（元）
11005.00
1183.50
2500.00

5000.00

3977.00
2000.00
5000.00
5000.00
5907.50

3135.19
2000.00

应退合计（元）
11005.00
1183.50
6400.00
4400.00
500.00
5000.00
2800.00
3900.00
8377.00
5900.00
9400.00
9400.00
6107.50
4400.00
3135.19
2000.00
1900.00
900.00
9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原所属公司
城投公司
城投公司
城投公司
城投公司
城投公司
城发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置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海棠湾公司

为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二十条规定精神，坚决取消不应发放的补贴。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要求以下人员退回相
关过节补贴费用至原所属公司账户。请以下人员看到登报信息后与三亚城投集团纪检监察室联系，联系方式0898-88668818。名单如下：

公告

遗失声明
万宁长春家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6000013084），公章、法人
章（房春龙），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嘉润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224988，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60200324135980
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洪缘水咖啡西餐厅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
证号：JY24601060079067，声明
作废。

●海南力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
废。
●邓廷万遗失坐落于定安县定城
镇跃进南横街的房产证，证号：房
证字第00082号，声明作废。
●海南成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丰源油脂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公章一枚，因日久变形，声明
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诚信电动车行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1-1），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34MA5REHYW10，遗失
公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椰子寨村民委员
会北鸡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J6410019401901，特
此声明作废。
●徐金生（产权人徐福期已故）不
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新村镇新兴
一巷51号房权证，证号:1572号，
声明作废。
●苏定干不慎遗失坐落于定城镇
大众西路土地证，证号:定国用
1999第320号，特此声明。
●苏定干不慎遗失坐落于定城镇
大众西路房产证，证号:房权证定
城镇字第0003001号，特此声明。

关于做好单位转企改制

往来款项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定安县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加快推进从事生产经营类
事业单位改革的通知》有关通知精
神，为使改制工作（生产经营类事
业单位转企改制）顺利进行，请债
权、债务人（单位和个人）自2020
年6月10日起90日内向拟转企改
制单位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自
误。登记地址：定安县定城镇人民
中路定城镇集贸市场二楼。特此
公告。电话：63829890。

定安县市场物业管理中心
2020年6月10日

公告
湖南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我单位签订一份水毁抢
修合同，该项目已主体完工，目前
正在结算审计征求回复阶段，贵公
司目前尚未进行结算审计回复，我
站限贵司在2020年6月16日前向
我单位提供结算回复意见，如未能
按时回复则按征求意见稿出具审
计决定书。
联系人：潘善晓
联系电话：18608911221

东方市地方公路管理站

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确权催告公告
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银保监会文件的要求对股东
进行确权及托管,现催告海南港博
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
前前往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总行办理股东确权业务。
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0日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催收公告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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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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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招 聘

出 租

商铺招租
海南金银岛大酒店一楼有41平米

商铺和42平米商场出租。

联 系 人 ：徐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

66502280或1397610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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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登记劳动关系

公 告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何声宏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19〕第692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0〕第365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10日

注销公告
海南定安以利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46902505106766XH)拟向海南

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政协干部培训中心（社会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12460000428203482F）拟向海南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小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6月10日起90日内

向清算工作组申报债权，并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联系人:钟承通

联系电话:13876685116。

海南省政协干部培训中心清算小组

注销公告
海南百纺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257212724283 拟向定安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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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聘执业中医师
要求1年以上工作经验，男女不
限，热爱中医，积极乐观，具备较强
团队合作意识，良好的沟通能力，
具备中医执业医师证并可变更注
册者优先。待遇面谈。
电话：13976600507 郑先生

● 本 公 司 3S – FnB UG
(haftungsbeschr nkt)不慎遗失
儋州嘉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中国海花岛特色街道E-S15-
01号和E-Y28-01、02、03号铺
租赁押金收据2张，收据编号分别
为1135745和1135744，金额分别
为102213.56元和1000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ä

●三亚亚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200567980476P，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乐东利国阿新杂货店不慎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000MA5TBB7749，

现声明作废。

●湖北广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不慎破损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何瑞英、何瑞兴、朱淑英不慎遗

失坐落于文城镇迈南村委会李山

村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

W0200435，特此声明。

●儋州美泰林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1469003MA5T4DQ489，

声明作废。

●王成敏不慎遗失琼儋渔81100

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琼儋）

渔捕（2018）HY-000146号，现特

此声明。

●王泽明遗失坐落于临高县新盈

镇人民路（不动产权证），证号为：

临房字第001570号，特此声明。

●澄迈县永发镇侍郎村民委员会

三角坡村民小组原公章的角字有

误，声明作废。

●张秋云不慎遗失意大利泰西诺
堡风情小区A10-201购房收据，
金额：143950元（壹拾肆万叁仟玖佰
伍拾元）票号：4602346,声明作废。
●本人章慧芳不慎遗失海南省司
法厅2016年06月07日颁发的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02200611879618，流 水 号 ：
10716107，现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张运福鸡饭店不慎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 本 人 李 洋（ 身 份 证 号
420525199508100816）不慎遗失
湖北远安县公安局洋坪派出所户
口迁移证一张，证号：鄂迁字第
10300446号。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准予迁入证明一张，证号：琼
准字00884837号，特此声明。
●万宁东方锆钛工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一枚遗失，声明作废。
●万宁东方锆钛工业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