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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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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颜才英、王文琦、王赛玉、郑中能、
张联国、韩坚元遗失座落于海口市
秀英区东方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海口市国用（2005）字第
00016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星竞科技中心（有限合伙）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周蕊）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二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湾岭
加工园路网工程代建指挥部不慎
遗失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营城信用社开户许可证,账号：
1011254300000175，核 准 号 ：
L6410000659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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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齐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嘉客水果乐饮店遗失
食品卫生许可证，证号:名字：
JY24690071515727，声明作废。
●黄秋莉遗失大勇商业文化广场
附楼二层11一 13号铺面保证金
单一份，保证金单金额为人民币
36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林芬遗失座落于陵城镇北斗水
泥厂规划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4922号，
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椰盈小卖部不慎失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正
号:JY14601050031814，声明作废。
●李博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陵水分公司K30装修押金
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1843971，
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李博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陵水分公司K30环保押金
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1843972，
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维尔斯家具经销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6MA5REM4L4E，声
明作废。
●李雪峰、胡益遗失海口绿地五源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
化城收据，收据编号：0315591，金
额为80000元，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中心小学不
慎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第三十三小学不慎遗失
建设银行海口龙华支行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0204901,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刘三姐快餐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955067，声明作废。
●麦有璀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1198001100803，特此
声明。
●海南裕鼎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中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0100MA5RGWTBXX
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齐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鸿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代码91460100MA5T61G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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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向公司提

出债权或债务的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小成18976092541

注销公告
昌江海汽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1562403389A)拟向海南

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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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招聘
江东新区滨海筹建大型养老院聘
策划营销团队13907692978陈总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邹强名下位于老城经济开发区盈
滨半岛二横西路皇玛花园1T1U#
楼1T,不动产权证号:琼(2019)澄
迈县不动产权第0013315号,因不
慎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
公告作废,如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
面材料向我中心提出申请,公告期
满无异议的或异议不成立的,我中
心将补发新《不动产权证书》。特
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6月19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3天，于2018
年 12 月 6 日在海
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云龙科研基地对面

荔枝园被捡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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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20年06月24日

遗失声明
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5393901，声明作废。
●韩炳华遗失坐落于锦山镇南拔
村委会湖村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集用（2010）第 037286
号，特此声明。
●李光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庆龄路188号汇景湾商业区C
幢C306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8）文 昌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3999号，特此声明。
●叶红春2014年1月遗失居民身
份证，身份证号：43018119710204
9055，身份证有效期到20310118，
特此声明。
●李方丽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201046110460028198307180025,
特此声明。
●李方丽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
号:110460200001158,特此声明。
●李方丽遗失超声波中级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证号:16120691,特
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招 聘

减资注销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厂房出租
不动产

防水治漏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刘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
证处作出的(2019)琼椰城证字第4578号公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查封了
被执行人刘全(公民身份号码: 630104197411181011)名下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滨海大道76-2号御景湾商住楼10号楼A单元13层13A
房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证明第0063128
号)。现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查封房产权
属有异议者，请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段鹏飞
电话:0898-68617062

二0二0年六月二十五日

(2020)琼0105执394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1056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符馨与被执行人海南泛华房地产开发

建设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
初322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因被
执行人海南泛华房地产开发建设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查封海南泛华房地产开发
建设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书场街8号金银小区A栋15层
1506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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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四月三十日

联系电话:0898-68651334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0〕2号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出让标的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限制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属境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
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7月24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
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
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7月24日到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
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24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7月24
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交易大厅进行。挂牌时间为：2020年 7月16日09时00分起至
2020年7月27日16时00分止；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7月27
日16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
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二)目前地
块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

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
备、机械可以施工。(三)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填写竞买申请书，在规定期
限内办理正式报名手续，并缴纳竞买保证金，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确定为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得者，未竞得者保证金在挂牌结
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四)竞得者在足额缴纳全部成交价款和相关
税费后，依照规定程序办理用地和土地登记手续。竞得者须从获得土
地之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宗地内整体建设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五)
竞得人须在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并按《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时间缴
清土地出让金。逾期未缴清土地出让金，将竞买保证金转为违约金，
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视为无效。(六)申请人提供
《项目建设承诺书》。(七)根据县政府的项目建设规划要求，该宗地需
建设标志性四星级高端商务会议酒店及商业综合体购物广场。(八)该
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

八、税金按税法规定交纳，土地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前期费用
（包括测量费、土地评估费、节约用地评估费等）由竞得者交纳。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898-27715862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www.landchina.com
2020年6月25日

土地
位置

牙叉镇桥北路东侧、牙叉南路南侧

地块
编号

2020-BSYC-02

土地面积
（m2）
6178.65

土地
用途

零售旅馆混合用地

出让
年限
40

容积率
R≤3.0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

起始价

718万元

竞买保证金

718万元
零售商业建筑面积占该地块所开发计容总建筑面积的39%，旅馆用地建筑面积占该地块所开发计容总建筑面积的61%。

规划指标要求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崔善红 刘小倩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
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5起毒品犯
罪典型案例，包括酒吧主持人跨境购
毒被判刑案、吸毒致幻杀害无辜老人
案、全家贩毒家破人亡案、疏于管教
花季少女误入毒途案、居间介绍毒品
买卖成共犯案。

省高院表示，希望通过典型案例
的发布，向全社会彰显海南法院坚决
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对毒品
犯罪“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同时进一
步警示震慑毒品犯罪分子，为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海南“无毒
岛”贡献法治力量。同时，也旨在向
社会公众再次敲响“珍爱生命、远离
毒品”的警钟，以增强全社会拒毒、防
毒、禁毒意识，为坚决打赢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案例一
酒吧主持人跨境购毒被判刑
——被告人魏某、许某、杨某
走私毒品案

基本案情：海口某酒吧主持人魏
某、许某、杨某共谋出资通过赵某从
国外购买大麻100克，其中杨某购买
50 克，许某和魏某各购买 25 克。
2017年12月22日，魏某将毒资人民
币6500元分两次通过微信转账给赵
某，由赵某联系其毒品上家购买100
克大麻，并从国外直接发货至海口市
魏某的住处。期间，魏某、许某、杨某
通过微信群关注大麻包裹的邮递信
息，魏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3次收
取杨某的毒资3200元。2018年1月
17日10时许，被告人魏某在收取包

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包裹内的毒品
被当场查获。随后，被告人许某在海
口市金贸小区出租屋内被抓获。同
年1月29日，杨某主动到海口海关缉
私局投案。

判决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魏某、许某、杨某3人的行为已构
成走私毒品罪，依法判处魏某、许某
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杨某有期徒刑
一年二个月。

典型意义：本案中的3名被告人
原本是海口某酒吧的主持人，在酒吧
工作过程中染上了吸食大麻的恶
习。本案中3名被告人虽然没有贩
卖、运输毒品的行为，购买的大麻也
仅用于个人吸食，但因其是从国外购
买，其行为已经触犯走私毒品罪。这
种将毒品输入我国境内的行为，直接
危害我国公民的身心健康，破坏我国
的社会管理秩序，必将受到法律的严
厉惩处。

案例二
吸毒致幻杀害无辜老人

——被告人王某某故意杀
人案

基本案情：王某某曾多次因为吸
毒被强制隔离戒毒、劳动教养、行政
拘留。2018年1月22日晚至23日上
午，王某某在其租住处吸毒，之后产
生“鬼上身”的迷信幻觉。2018年1
月23日13时许，王某某因幻觉在租
住处楼下言行举止异常，向楼上叫骂
并用小石头砸向二楼。期间，王某一
（男，殁年68岁）和王某二（女，殁年
69岁）夫妇二人步行从王某某租住处
旁小巷经过。王某某认为两位老人
是“鬼”，便用随身携带的不锈钢折叠
刀捅刺两位被害人。在两位老人倒
地后，又捡起砖石多次猛砸两位老人

头部，致两人当场死亡。公安民警接
到报案后，赶至现场抓获王某某。

判决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王某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依法判处王某某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王某某已于2019年2月26日被
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本案中，王某某吸毒
后出现幻觉，在大庭广众之下残忍杀
害两位无辜老人，社会影响极其恶
劣。王某某最终被判处并执行死刑，
受到了法律严惩。该案充分反映出
毒品对个人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尤其
值得吸毒者深刻警醒。

案例三
全家贩毒家破人亡

——被告人陈某弟、罗某某、
陈某流、郑某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自2015年11月起，陈
某弟指使陈某流（系陈某弟父亲）、罗
某某（系陈某弟母亲）在广东省陆丰
市购买毒品，通过省际大巴车托运到
海南省万宁市，再指使郑某接货后交
给自己，贩卖获利。2016年3月5日，
陈某弟指使陈某流、罗某某在陆丰市
霞湖高速路口，将一件塑料编织袋包
装的内装10千克甲基苯丙胺（俗称

“冰毒”）的纸箱交给已联系好的广东
省潮州市某大巴车司机托运至海南
省万宁市高速路口。陈某弟指使郑
某将该纸箱取回。2016年3月16日，
陈某弟指使罗某某在陆丰市霞湖高
速路口，将一件浅绿色塑料编织袋包
装的纸箱交给海汽省际快车三亚分
公司的大巴车司机托运至海南省万
宁市高速路口。郑某在受陈某弟指
使接货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
缴获20包、净重19.78千克的毒品。

判决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陈某弟、罗某某、陈某流、
郑某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
判处陈某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罗某某、
陈某流、郑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罪犯陈某弟已于2018年10
月1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作为父母的陈某流、
罗某某，在得知儿子陈某弟贩卖毒品
后，不仅没有进行劝阻和制止，反而
帮着陈某弟接收和运输毒品，一家人
在贩卖毒品的泥潭越陷越深。通过
案例的发布，希望社会公众一旦发现
身边有人从事毒品犯罪行为，应立刻
制止并向公安机关举报，为打击毒品
犯罪行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案例四
疏于管教花季少女误入毒途
——被告人陈某、翁某等贩
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翁某和施某（另
案被告人）是男女朋友关系。2016年
3月至4月期间，翁某帮施某向罪犯陈
某购买用于贩卖的毒品后转交施某，
并帮助施某贩卖。同时，翁某还向陈
某购买毒品贩卖给陈某丹等人。

判决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陈某的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
品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翁某
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

典型意义：翁某之所以走上毒品
犯罪道路，是其父母对其疏于管教造
成的。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离不开家
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父母在
子女的成长过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本案对未成年人及未成

年人的父母都具有一定警示作用，广
大青少年要慎交朋友，拒毒防毒，走
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案例五
居间介绍毒品买卖成共犯

——被告人王某、郑某、符某
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2015年8月21日晚，
郑某拨打符某手机，让符某帮其与王
某联系购买毒品。8月22日，郑某继
续通过符某与王某联系，约定购买3
千克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期
间，郑某筹集毒资，陈某宏、“阿三”等
人也来到房间向郑某购买毒品。8月
23日早晨，王某与“阿德”一起驾车携
带3千克甲基苯丙胺到达符某入住的
酒店楼下，并将装在黑色塑料袋内的
3千克甲基苯丙胺交给符某，由符某
将毒品拿到房间交给郑某。8月23
日10时许，三亚市公安局民警在酒店
房间抓捕了郑某、王某、符某等人。

判决结果：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王某、郑某和符某的行为
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王某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依法判处郑某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判处符某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典型意义：本案中的符某作为毒
品买卖的居间介绍人，帮助毒品下家
郑某向毒品上家王某购买毒品。符
某的牵线搭桥加速了毒品的流转，扩
大了毒品的危害范围。居间介绍毒
品买卖，无论是否收取佣金都构成毒
品犯罪的共犯，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
制裁。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

省高院发布5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毒品犯罪“零容忍”打造海南“无毒岛”
6月23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23日0时-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23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71例，其中境外输入2
例。住院病例 2 例，死亡病例 6 例，出院病例
163 例。确诊病例中，海口市39例、三亚市57
例、儋州市15例、文昌市3例、琼海市6例、万宁市
13例、东方市3例、澄迈县9例、临高县6例、昌江
县7例、陵水县4例、定安县3例、保亭县3例、乐
东县2例、琼中县1例。

截至 6 月 23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996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850人，尚有146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23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7例，其中解除隔离35例，尚在
医学观察2例，分别为刚果（金）、英国输入。37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8例、三亚市22例、东
方市2例、陵水县1例、万宁市1例、琼海市1例、
乐东县1例、定安县1例；28例为境内，9例为境外
输入，输入国为英国6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刚果（金）1例。

打通戒毒工作“最后一公里”

海口国兴社区
戒毒（康复）指导站揭牌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銮）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日前由省琼
山戒毒所及国兴街道办事处共建的国兴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指导站正式揭牌成立。

据了解，海口国兴街道办事处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指导站，是省琼山戒毒所在省会城市中心
区域设立的首个街道办事处工作指导站，将有助
于加大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力度，建立起禁
毒防毒“防火墙”，同时延伸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职
能，打通戒毒工作“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国兴街道办事处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指导站将通过开展“暖阳帮扶工程”，运用戒毒
所专业优势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及解除强制隔
离戒毒人员开展后续照管、延伸帮扶提供指导服
务等。

揭牌仪式上，省戒毒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还从
认识毒品、吸食毒品的原因、通情达理的倾听等三
个方面为社区工作人员作了禁毒知识专题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