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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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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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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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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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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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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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

罗俊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印

章，编号:琼246080901526，特此

声明。

●海南天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

罗俊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注册号:琼246080901526，特

此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

务局工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6410001598701，声明

作废。

●姚玉娥遗失万宁大茂镇户口准

迁证一张，准迁证号琼00611947，

声明作废。

●李仲瑞遗失道路旅客、货物运输

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60003198704272217，流 水 号:

4600015333，声明作废。

●陈居武遗失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镇灵山村委会尚贤村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2011）

第001530号，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豫湘满饭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8MA5RHYCF5Y，声

明作废。

●海口龙华爱米兜童装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460106600575790，声明作废。

●海口金珊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2007年在建行海口世贸支

行开户时预留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中元盛世设计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兴杰百货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000MA5TE1B44U，声 明

作废。

●儋州市南丰镇中心学校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031318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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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鼎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7月1日10

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公开拍

卖：海口市海秀路17号海南农机

大厦第一层靠东侧的一间铺面（建

筑面积100m2）4年租赁权，拍卖参

考价：月租金1.18万元，竞买保证

金3万元。次年租金为上年租金

基础上增加3%。展示时间：自见

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止。有

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我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联系

电话:68585002 13876683321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减资公告
三亚融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1460200MA5RGLD083）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4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联系人：陈美蓉13989291288

减资公告
海南方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信用
代 码 91469027MA5RCGLB34）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圆整减少至人
民币壹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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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国税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98747348C），拟向海
南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将定于
2020年7月11日下午14:30于海
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议室召
开2019年全年股东会，会议议题：
1、公司 2019 年全年经营情况及
2020年工作计划报告。望各位股
东按时参加会议。特此通知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将定于
2020年7月11日下午15:30于海
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议室召
开2019年全年股东会，会议议题：
1、公司 2019 年全年经营情况及
2020年工作计划报告。望各位股
东按时参加会议。特此通知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海南广安堂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

海南海药医药有限公司（原海南东

联医药开发有限公司）已与郝志强

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2017）琼

0105民初2630号判决书确认的

货款 68285.6 元、逾期付款损失

6145.7元及以上两项的相应利息、

案件受理费1661元的债权(包括执

行权益)依法转让给郝志强，现公

告通知你方立即向郝志强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

海南海药医药有限公司、郝志强

2020年6月16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将定于2020年7月11日
早上9: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
14楼会议室召开2019年全年股东
会，会议议题：1、公司2019年全年
工作总结暨2020年工作计划。望
各位股东按时参加会议。特此通知
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将定于2020年7月11日早上10:
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
议室召开2019年全年股东会，会
议议题：1、公司2019年全年工作
总结暨2020年工作计划。望各位
股东按时参加会议。特此通知

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
将定于2020年7月11日早上11:
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
议室召开2019年全年股东会，会
议议题：1、公司2019年全年经营
情况。望各位股东按时参加会
议。特此通知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股权变更公告
本公司拟进行股权变更，凡涉及本
公司债权债务（包括担保、抵押）的
单位或个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前往海口
市龙华区国贸北路德派斯大厦C
座1401房申报债权债务登记，逾
期不予受理。联系人：欧春花，电
话：18907565530

海南中瀚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减资公告
海南海岛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6000078662890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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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万元减少至
20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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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联系电话0898-68508198）

海南海岛置业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土地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近期将拍卖琼海
市博鳌境内70亩住宿餐饮用地，
使用年限50年。手续齐全，产权
清晰。有意竞买者请联系：
王先生 18689911100
林女士 18689812120

●邱娜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陵水分公司PB77装修押金

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3058544，

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茶叶实业发展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01000962，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大风车幼儿园不

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本，编号：琼山民证字 010220

号，特此声明。

●三沙粤阳渔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6003240603256)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宏海渔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5527534149)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羊文洲遗失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注册

号:51865520020600799,特此声

明。

●儋州白马井闽鑫宾馆不慎遗失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

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号码：儋公消

安检许字[2013]第 0009号，特此

声明。

●陵水海韵广场南洋坊店，朱燕遗

失陵水海韵广场编号为6906442

的装修保证金收据，金额为35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大茂苏记副食商行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9006600187224，声明作废。

●海南荣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股东会

减资注销

债权转让

土地确权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485号 林明理
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相关材
料向我局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权
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大致坡镇新西五街9号，宗地四至
为：北至新西五街、东至陈承舜用
地、南至巷道、西至冯文清用地。土
地总面积为132平方米，为国有建
设用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
认给林明理。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
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
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申诉，
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
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
行确认。特此通告。赵青干65360879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厂房出租

土地拍卖

股权变更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烜瑀: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凤翔西
路支行与被执行人许烜瑀、定安南海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未按本院发出的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本院依法查封登记在你名下位于海南省定安县黄竹镇昌兴大
道东侧海垦以诺家园小区2栋2单元103号房[预售登记号:房预黄竹
镇字第01326号]，查封期限为三年。在查封期间，被执行人不得转移
被查封的房产，不得对被查封房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
行为。如对上述房产的查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日内向
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收到异议材料，且
被执行人仍未足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本院将
依法对上述不动产采取司法拍卖等处置措施。特此公告

承办法官:李轩 联系方式: 18689523853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六月三日

(2020)琼0107执1356号
关于拟撤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
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项目

集中购买住房协议》的通知
洪玉娟：

2015年 12月 2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琼山府
【2015】15号《关于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项目涉及道客社区、北官社
区、米铺社区和塔光农工贸区域范围内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附属物依法征收，你位于道客一巷132号的建筑物属于
上述征收范围内，现场征收编号为I115-207-1。2019年7月
15日，我单位依法与你就现场征收编号为I115-207-1的建筑
物签订了《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
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货币协议》）和《海口市
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项目集中购买住
房协议》（以下简称《购房协议》），该《购房协议》第二条第一款
约定你购买住房的建筑面积为 120m2，购买住房价款为
691440元；第三条约定你应自收到《货币协议》约定的补偿款
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我单位。2019年11月22日，我单
位足额向你支付了征收补偿款473073.04元，但你至今未向我
单位支付部分购房款405245.00元，你不予履行上述《购房协
议》，将购房款汇入我单位账户，你的行为已构成严重的违约行
为，现我单位依法撤销与你签订的《购房协议》，特告知你。
附：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账户信息

开户名：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
开户行：建行海口住房城建支行
账 号：46050100263600000090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
2020年6月24日

关于拟撤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
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项目

集中购买住房协议》的通知
王秋颖：

2015年 12月2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琼山府
【2015】15号《关于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项目涉及道客社区、北官社
区、米铺社区和塔光农工贸区域范围内的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附属物依法征收，你位于道客四里1号的建筑物属于上
述征收范围内，现场征收编号为H1A。2016年8月26日，我
单位依法与你就现场征收编号为H1A的建筑物签订了《海口
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项目征收货币
化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货币协议》）和《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
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协议》（以下
简称《购房协议》），该《购房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你购买住
房的建筑面积为400m2，购买住房价款为2304800元；第三条
约定你应自收到《货币协议》约定的补偿款之日起5 个工作日
内支付给我单位。2016年10月8日，我单位足额向你支付了
征收补偿款11614667.00元，但你至今未向我单位支付部分购
房款921920.00元，你不予履行上述《购房协议》，将购房款汇
入我单位账户，你的行为已构成严重的违约行为，现我单位依
法撤销与你签订的《购房协议》，特告知你。
附：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账户信息

开户名：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账 号：622010100100141823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
2020年6月24日

现代文苑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城镇文华路，
建设单位为文昌万利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8740.91平
方米。该项目原方案设计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31265.5平
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5873.0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5392.5
平方米），容积率2.96，建筑密度26.1%，绿地率35%，建筑限
高15层（44.8米），停车位259个。本次调整内容为：（1）3、4
号楼二层北面两个花池阳台取消，南面局部商业部分改为架
空区域；（2）3、4号楼3至15层平面功能局部调整（阳台改为
主卧卫生间）；（3）3、4号楼3至15层取消东、西向主卧小窗
户；（4）总建筑面积由原来 31265.5 平方米，调整为现在
31281.1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由原来25873平方米，调整为
现在24871.11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由1358平方米，减少至
为1234.11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由21857.5平方米，增加至
21909.5平方米）。以上规划指标符合项目土地出让条件和控
规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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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程序对该项目
报建方案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 6月24日至7月8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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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关于现代文苑项目修改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改扩建工程项目环评公示信息
《海南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
报告书查阅地点：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西线高速公路叉河段东南
侧。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改扩建项目厂址为中心、各厂界
外扩19.6km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
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需
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海南宝来
工贸有限公司；电子邮箱：chenpy@lesso.com；联系电话：0898-
26694116-8012。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西线高速公路叉河
段东南侧。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6.19-2020.7.3

2020年6月16日，海南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
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共五章四十九条，自2020年8月1
日起施行。

一、出台《条例》的背景和意义

完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是保障群
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
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
海南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省各
地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建立了诉调对
接、诉裁对接等联动机制，使大量矛盾纠
纷及时就地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
态，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但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全面推进，
大量市场主体涌入，由各种利益引发的
矛盾纠纷日益增多。目前，我省的化解
纠纷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过度倚重诉
讼途径，调解、仲裁和行政裁决等非诉讼
机制作用发挥不够，化解纠纷工作还存
在部门职责不清、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

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进一步规范，提高
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权威性，更好地服
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
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的决策部署，依法制定《条例》，建立
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化
解纠纷制度，为我省多元化解纠纷工作
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条例》的贯彻实施，将有效整合社
会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化
解纠纷渠道，为营造国际一流的自由贸
易港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奠定坚实的
基础。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

（一）构建多元衔接联动的化解纠
纷机制。《条例》通过多种化解纠纷途
径，构建了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化解
纠纷机制：一是化解主体多元化。《条

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建立健全
社会稳定风险防范、纠纷排查调处机
制，并明确了以上主体在多元化解纠纷
工作中的具体职责。二是化解主体联
动化。为改变过去单一部门、单兵作战
化解矛盾局面，增强解纷合力，《条例》
规定对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涉及人
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纠纷，化解纠
纷单位和组织应当加强联动配合；当事
人化解纠纷申请涉及多个单位、组织职
责范围的，由与纠纷最密切的单位或者
组织会同其他单位或者组织共同办
理。三是化解途径多样化。《条例》规定
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和解、调解、行政
裁决、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途径化解
纠纷。同时，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高
效便捷解决纠纷的新要求，《条例》还总
结推广“网上枫桥”经验，为当事人提供
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化解纠纷申请、
协商、调解、行政裁决、仲裁、诉讼等事

务，支持通过电话、在线文字、语音、视
频方式在线化解纠纷。

（二）建立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
制。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关于建立多元化商事纠
纷解决机制的要求，《条例》细化和完
善了商事纠纷解决制度：一是明确商
事调解组织的设立主体和调解范围，
规定商会、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单
位、商事仲裁机构等可以依法成立商
事调解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
展商事调解活动。同时规定涉及投
资、贸易、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房地
产、工程承包、运输、技术转让、电子
商务、知识产权等商事纠纷的，可以向
商事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
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二是明确
建立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
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集中审判机制，
利用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调解等
多种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条例》界
定了国际商事调解机构的案件受理范
围，规定依法设立的国际商事调解机

构可以依照章程等规定调解国内外平
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
间发生的商事纠纷。同时要求国际商
事调解机构应当制定调解规则、明确
调解员任职条件并予以公布。为更好
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条例》
还允许境外商事调解机构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参与商事调解。

（三）畅通公众参与化解纠纷渠道。
《条例》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造福人民理念，健全完善公众参与化
解纠纷的制度化渠道：规定人民调解员
可以依托人民调解组织设立个人调解工
作室，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可以参照
人民调解程序调解行业纠纷，律师事务
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和司法鉴
定机构等公共法律服务组织可以提供纠
纷调解服务或者参与纠纷调解工作。为
充分挖掘社会化解纠纷资源，《条例》作
了以下创新规定：一是规定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可以为化解纠纷提供志愿服
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可以组织本
单位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工作人员提

供化解纠纷专业志愿服务。二是鼓励心
理工作者参与化解纠纷志愿服务，提供
免费的心理辅导、危机干预和心理救援
服务。

（四）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
台。为使各化解纠纷主体形成工作合
力，高效便捷地化解人民群众的纠纷，
《条例》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化和综合性
的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 一是
总结我省在医疗卫生、道路交通等领
域一站式化解纠纷工作的经验，鼓励
和支持在劳动争议、道路交通、医疗卫
生、旅游、物业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
土地承包、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矛盾纠
纷集中的领域，探索建立专业化的一
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二是规定
市、县、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
据需要，可以建立综合性的一站式纠
纷解决服务平台，整合政府有关部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仲裁机构、
公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行业性专业
性调解组织等化解纠纷力量，为化解
纠纷提供便利条件。

完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
优化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

——《海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解读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