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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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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69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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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口嘉宾大酒店秀英停车场遗失
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46010010012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司经
贸部（注册号：90124791-6）；海南
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司海茂纸
业批发部（注册号：90133357-4）；
海南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司汽

车修理厂（注册号：90129716-3）；

海南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司商

务中心（注册号：90131876-1）；海

南省农垦粤通旅游运输公司贸易

商行（注册号：90129480-0）；海口

粤通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29368050-4）；海南通利实业贸易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4600001004642）；以上企业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司公章均不慎遗

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优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全
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397429568J，公章，合
同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不慎遗
失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美舍小区

河湾别墅第12幢不动产权证，产

权证号HK000231，声明作废。

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2020年7月9日

●黄恒环、黄恒雷、黄恒弟、黄基
保、黄基武、黄恒鹏、黄基蕃、黄基
建、黄恒泽不慎遗失坐落于秀英区
东山镇东溪村委会多侃村四社的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46172号。声明作废。
●邓雪剑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陵城镇建设路二轻厂宿舍区1号
的房产证，证号是：陵房权证陵水
字号第6065号，声明作废。
●邓雪瑜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陵城镇建设路二轻厂宿舍区1号
的房产证，证号是：陵房权证陵水
字号第6066号，声明作废。
●刘娇映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陵城镇建设路二轻厂宿舍区3号
的房产证，证号是：陵房权证陵水
字号第6067号，声明作废。
●乐东佛罗水明餐饮店遗失营业
执 照 （ 副 本 ） 证 号 ：
92460000MA5TG3T452，声明作
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畜牧兽医局工
会委员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昌江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201027009200043577，核准
号:J6410027734602，声明作废。
●李承利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文城镇红庄村民委员会僚家李村
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
用（2011）第 034998 号，特此声
明。
●姚娟蓉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县椰林镇滨河南三横路幸福家园
3#楼502房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
号：琼（2019）陵水县不动产权第
0015382号，声明作废。
●三亚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遗
失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特此声
明。
●洋浦华融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口友爱医院因股东重组，现成立
债权债务清算组，刘飞、张元禄2人
组成，请各供药商，持欠条，发票，随
货同行单。以及盖有海口友爱医院
公章的欠条。请债权人于公告登报
之日起10天，向本院清算组申请债
权。联系人：刘飞18876747736、张
元禄18876676198。琼山区新大洲
大道497号 海口友爱医院

2020年7月9日

关于滨江海岸三期（二期）

分期规划核实的公示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滨江海岸三期
（二期）项目，位于海甸岛二东路海
甸溪北岸东侧，该项目建设规划许
可证：460100201700056。目前
8#、9#、12#、13#楼已竣工并具备
规划核实条件，现向贵局申请该项
目分期规划核实。
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0年 7
月10日至2020年7月20日）。
意见反馈方式：开发商联系人：陈
女士13907571457
资 规 局 美 兰 分 局 联 系 电 话:
0898-66185705

海南永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本公司定于2020年7月30日上午
10点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白水
塘北侧仓库2号楼召开海南鑫业
环保产品有限公司有关注销公司
的股东会议，请全体股东按时参
加，如不能按时参加，请于2020年
7月30日前与本公司联系，如未出
席又不与公司联系的股东，视同意
到会股东的决定或放弃表决权。
王正博13796019595 特此通知

海南鑫业环保产品有限公司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 8110号

根据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关于解决“滨江名苑”项目土地
重叠问题的申请》，现我局决定通
告 注 销 海 口 市 集 有 (2004) 第
027777 号 证 项 下 土 地 面 积 为
5306.34平方米。如有异议，请自
通告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我局琼山分局申诉，逾期不申诉
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
规定办理相关土地手续。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6日

法人变更公告
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朝辉现变
更为于宝成。2020年7月10日前
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问题与现
股东、现法人无任何关系，所有债
权债务由原股东、法人承担。
特此公告

海南中瀚建设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海南欣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33MA5TGF0D71）由原注
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减至叁佰
万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农业技术培训中心拟向海
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7月10日起90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海口白龙南路武警总队旁120m2，
13627549855

公告
海口龙华守约餐饮管理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世健与你公司
和第三人吴丽军劳动争议一案（海
劳人仲案字〔2020〕第154号），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通知
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522077），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0年8月28日上午9时整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7月9日

催收公告
王日升，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
2010年向我行贷款3900万元，于
2015年7月3日到期。该笔贷款迄
今尚欠本金3310万元，欠息1296
万元。你本人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及
保证人负有偿还上述债务的义务。
因目前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特向你
发出催收公告，请你在见报十日内
主动与我行联系并归还上述贷款
本金及欠息。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
业部 2020年7月9日

公告
海口市军粮供应管理站《军供大楼
及仓库》项目，该项目实际施工负
责 人 是: 陈 中 飞 ，身 份 证 号:
440902197506013219。目前该项
目已竣工验收并通过第三方最终
审计，现通知凡与该项目有关欠付
工程款，材料款、农民工工资等债权
单位或个人，请于公告之日起45天
内请前来办理清算支付手续，逾期
后果自负，特此公告。施工负责人:
陈 中 飞 。联 系 电 话: 0791-
88111295。 2020年7月10日

●出租人：刘忠华，承租人：周裕明
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滨濂新村七里88号广安大厦8307
房房屋租赁证；龙房租证（2019）
第50602号，声明作废。
●梁振忠遗失座落于定安县安城
镇江南壹路（文明路117号）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房证字第 0006
号，声明作废。
●朱芷华遗失护士执业证，证号：
201746000200，声明作废。
●本人邓春宏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1401地块10号楼1703号
房认购书，认购书编号:1805903，
声明作废。
●本人邓春宏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1401地块10号楼1703号
房收据，收据编号：HN3044657、
HN3044658，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学校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
JY34601071529737，现 声 明 作
废。
●海口市信达海天下小区业主委
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信达海天下小区业主大
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绪坤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龙房租证〔2018〕第 40471 号，特
此声明。
●海口功城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5679942290）因旧财务
专用章变形无法使用，声明作废。
●海南古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GCR45H）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乐利来筋骨养护理疗
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14690051521913，
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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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 股权转让

海南蜀蓉实业有限公司

公告
我司出资人成都汇锦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现拟将我司100%股权无偿
划转至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的成都环晨环境实业有限
公司。本次划转以2019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依据划转基准日
的审计报告，由成都环晨环境实业
有限公司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接海
南蜀蓉公司全部债权、债务。

海南蜀蓉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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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贴瓷砖水电防水涂料13078980837

房屋装修

铺面招租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 0755 0859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厂房出租

琼海人民路南120平方米地块出
售，可过户，已报建可盖6-10层
楼。加微信联系18976070001。

地块出售

海南十大手信

品质海南 礼送亲友
评选联系电话:65396888

海南省商业总会品牌建设委员会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
土地通告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7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
工作、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确定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
措施，部署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累积降水
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降雨集中，局
部地区受灾严重。近期南方大部地区
仍有强降雨，据预报下一步雨区会北
抬。南北方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将
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期。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

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一
是压实各方责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
沉一线，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协调调
度。二是切实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汛
工作，加强中小河流防洪、中小水库除
险和城市防涝。针对北方江河多年未
来大洪水、防洪设施较薄弱等情况，抓
紧部署做好黄淮海和松辽等地区防洪
工作，健全会商联防机制，备齐防汛物
资，强化水库、堤防等巡查防守，科学调
度骨干防洪工程，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
备，完善人员撤避预案，及时转移受威
胁群众。三是加大物资和资金支持，帮
助地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开展水毁工

程修复和生产自救。同时，做好部分地
区抗旱工作和旱涝急转应对。

重大水利工程是“两新一重”建设
的重要内容。会议围绕防洪减灾、水
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保护修复等，研
究了今年及后续150项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安排，要求抓紧推进建设，促进扩
大有效投资，增强防御水旱灾害能
力。会议强调，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落实
水价标准和收费制度，建立合理回报
机制，扩大股权和债权融资规模，以市
场化改革推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

会议指出，要按照“六稳”“六保”

工作要求，既立足当前，围绕保上亿市
场主体，落实好已部署的财政、社保、
金融等规模性纾困政策，又着眼长远，
用改革的办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一要强化为市场主体服务。加快
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审批。
积极探索对需要许可证的行业实行

“一证准营”、跨地通用。年内将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下放到省
级，将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至
4个月以内。二要为就业创业提供便
利。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
引导平台企业降低佣金、条码支付手

续费等，促进灵活就业。清理教育、医
疗、体育等领域不合理准入条件。明
年6月底前实现职称信息在线核验。
三要优化外资外贸环境。授权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
登记。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原则上

“单一窗口”一口受理。
会议指出，2019年度中央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已公布。
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对照查出的问题逐
项整改、“对账销号”，并完善相关制度
机制。整改结果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后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确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措施

“净网2020”成效明显：

上半年取缔非法不良网站1.2万余个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9日公布，“净网2020”专项行动已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今年上半

年，全国共查处网络“扫黄打非”案件1800余起，取缔非法不良网站1.2万余个，处置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840余万条。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中，“扫黄打非”部门严厉打击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在网络直

播、短视频、社交群组、网络文学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目前，行动在整治“软色情”问题、查办典型案件、处置
突发传播案事件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果。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上“软色情”
现象，全国“扫黄打非”办协调公安、网
信、工信、文旅、市场监管、广电、新闻出
版等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形成监管
合力，部署开展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一是依法处罚了一批网络平台。
对优酷、爱奇艺、大学生联盟网、“喵
播”等网站传播低俗信息行为予以行
政处罚。对传播PUA（对异性进行诱
导控制）等不良信息的“恋爱学院”网
站予以注销，并责令百度贴吧、新浪爱
问、抖音等网站删除相关不良信息内

容。针对“虎牙”“斗鱼”等平台存在传
播低俗庸俗内容、主体责任履行不到
位等问题，广东、湖北等地网信部门会
同“扫黄打非”办对相关企业进行了调
查约谈，要求停止主要频道内容更新、
限期整改。

二是严打利用微博引流传“黄”现
象。对网民反映新浪微博出现大量诱
导性文字、图片内容且投诉处理不及时
等问题，“扫黄打非”部门及时约谈企业
负责人并给予行政处罚。同时，严厉打
击利用微博引流色情网站、散布不良信

息的违法犯罪行为，查办多起刑事案
件。如，安徽宣城查获徐某某传播淫秽
物品案、芜湖查获姜某某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犯罪嫌疑人在微博注册多个账
号发布色情内容引流，进而在微博聊天
群或色情网站大肆传播淫秽视频；浙江
宁波鄞州警方成功捣毁一条网络黑产
链条，犯罪团伙利用微博引流用户至色
情网站付费观看淫秽视频。目前，已一
举查封数十万条涉黄视频链接，网站开
办者王某及微博推广人员黄某等被刑
事拘留。

针对利用微信、抖音等平台引流推
广、架设淫秽色情网站等方式大肆售卖
传播淫秽物品，以及开办工作室制作淫
秽视频等不法行为，多地在“净网
2020”行动中深挖犯罪利益链条，破获
一批大案要案，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如，浙江丽水侦办一起网络传播
淫秽视频大案，涉案资金达2亿元，抓
获相关嫌疑人58名；浙江兰溪破获

“麻克文学”微信公众号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犯罪嫌疑人开设淫秽小说网
站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引流，非法
获利达1000余万元；广西柳州审结孙
某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孙
某某通过租用境外服务器架设网站，
以盗链方式获取大量淫秽色情视频、
图片、文字，通过在其网站的广告招租
方式收取广告费用谋取非法利益，被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
刑12年；辽宁盘锦警方抓获一个在境

内通过摄影工作室组织客户定制拍
摄、传播淫秽视频的犯罪团伙，该团伙
制作淫秽视频达800部，非法获利55
万余元，16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安徽滁州破获一起利用网络传
播淫秽物品案，嫌疑人通过抖音、微信
等平台散布低俗信息推广微信号和黄
色网站，利用微信兜售淫秽视频或吸
引用户进入黄色网站付费观看，涉案
金额2000余万元。

“扫黄打非”部门积极回应网民
和舆论关切，快速处置了网传所谓

“国内版N号房网站”“滴滴司机直
播性侵女乘客”“五一宜家门”等多
起网上突发传播案事件，均第一时
间响应，对有关线索紧追不放，侦破
多起案件，通过坚决打击形成震慑。

对网传所谓“国内版N号房网
站”相关线索情况，全国“扫黄打非”
办联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开展核
查。经研判，涉案网站传播方式、组
织架构与韩国“N号房”存在明显差
异，属于日常打击的一般性境外淫秽
色情网站。根据两部门交办线索，重
庆市沙坪坝公安机关成功侦破网站

“爱萝莉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经查，今年1月，重庆某大学一年级
学生陈某，通过境外服务器架设网
站，以充值会员方式传播涉未成年人
淫秽视频，点击量200余万次，充值
会员近万人。目前，已逮捕2人，查
获涉未成年人淫秽视频160余部。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表
示，开展“净网2020”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淫秽色情信息，坚决清除文
化垃圾，目标是维护青少年身心健
康和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构建良好
网络秩序、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
将加大力度推进专项行动开展，营
造和守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严格整顿网络色情低俗问题

有力查办大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典型案件

快速处置彻查网上突发传播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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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指出

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民
凸显“美式人权”的伪善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国人权研究会9日
发表《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民充分暴露“美式人
权”的伪善》一文，揭露了美国政府针对移民的宗
教偏见、文化歧视、种族排斥呈愈演愈烈之势。在
移民领域，美国透过极端排外主义政策压制其他
种族，侵犯移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暴露出所
谓“美式人权”的虚伪性。

文章指出，美国移民遭受严重歧视和残酷对
待集中表现在美国政府暴力对待移民，在边境地
区大规模实施剥夺移民人身自由的逮捕与拘留；
移民“零容忍”政策导致儿童与父母骨肉分离；移
民及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
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等诸多方面。

为何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大行其道？文章
揭示，对移民外来民族特性的不容忍和疑虑，以及
对外来民族特性进行同化的理想和自信，贯穿于
美国移民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决定美国政府排斥
与同化外来移民的政策基准。同时，美国反移民
意识形态主流化将排外主义推向极端，单边移民
政策也导致边境地区非法移民形势不断恶化。

文章强调，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引发严重
后果，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各界对移民政策的严重
分歧加剧社会内部分裂，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
严重损害美国国家认同与民族融合进程。为美国
做出巨大贡献的移民被视作威胁其政治制度、给
国家财政和福利造成负担的外来者，成为被排斥
与迫害的牺牲品。

蓬佩奥妄称追责中国

外交部：何来颜面和勇气？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成欣）针对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妄称中国应因疫情通报被追责，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日说，在自身诚信扫地、道
义破产的情况下，不知蓬佩奥之流还有何颜面和
勇气来谈论信誉、真相和追责？中方奉劝美方一
些政客听一听国际社会对于美国频频毁约退群的
强烈反对呼声。

“蓬佩奥先生，别再跟我们谈什么信誉、真相
和责任了。你说得不累，我们听得都累了。”赵立
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赵立坚表示，说到信誉——美方这几年打着
“美国优先”的旗号，在国际上一再背弃自身的国际
承诺和义务，毁约退群成瘾，已经成为最大的“麻烦
制造者”。说到真相——美国政府能否就德特里
克堡生物实验室、“电子烟疾病”、美遍布全球的生
物实验室等问题说出真相，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个交代？说到责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万，死亡病例超过
13万。美国政府确实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赵立坚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方第一时
间向世卫组织作了通报。双方公布的时间线都清
晰地罗列了相关事实，可以相互印证。蓬佩奥对
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视而不见，一味地热衷
于捏造事实、“甩锅”推责、嫁祸于人，这掩盖不了
美方自身抗疫不力的失误，只能一次次暴露其撒
谎欺骗的本性，只会让全世界进一步看清美国内
一些人的虚伪、傲慢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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