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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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中学因保管
不善，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白沙
黎族自治县支行营业部开户的基
本户“开户许可证”及零余额“开户
许可证”各一本，其基本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6410000072605；
零余额“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Z6410001407502，现声明作废。
●孙楠林2020年7月13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15220119820118102X，特 此 声
明。
●海南宝森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文昌市候鸟艺术协会所持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32419024-2）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周健健不慎遗失助理工程师证，
证书编号：琼建职初20111116，声
明作废。

●海南国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武弟日杂店不慎遗失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号：460051183080，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潮宝童衣馆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35MA5RE6EB2M，声
明作废。
●海南南海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4728201，声明作废。
●屈英英遗失准予迁入证明存根，
证号：琼准字00907382号，声明作
废。
●屈英英遗失户口本，证号：
028026723，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夜鹰清吧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1214763，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益洋冰冻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0015917，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海妹爱玛电动车专卖
店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2780201,声明作废。

公告
姜怀国先生,你于1995年 1月于
海南新纪房地产开发公司签定购
买新桥公寓A座1007号房屋买卖
合同,建筑面积47.93m2,购房合同
已交定金人民币壹万元整。至今
没有执行购房合同应交付的购房
款拾万元。你已严重违约,我公司
决定依法收回新桥公寓A座1007
号房屋所有权。同时追加你欠物
业费人民币叁万元。同时合同作
废。如有疑问自公告之日起十五
日内到公司处理。否则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海南新纪房地产开发公司
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解除陈志远劳动合同关系公告
陈志远（身份证号：460100196610
134515）：你自2020年6月8日起
已连续旷工25天，严重违反公司
制度，我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经
研究决定：自2020年7月14日起
解除与你于2005年12月1日订立
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海南金鼎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3日

号，联系电话:0898-66751119），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0年8月17日下午三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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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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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海南娱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杨奇、刘龙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156、157号），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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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公告
三亚北林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及法
人变更，现公示声明如下：2020年
6月26日我公司三亚北林实业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原股东成
员孙立富95%、孙洪哲5%两个股
东共代表100%股权转让给新股东
成员薛强持有 99%、赵欣持有
1%。原公司名称由三亚北林实业
有限公司变更为海南经济特区中
泰润达实业有限公司。请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及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债权，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18)琼01执恢194号之二

本院已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郭海
堂与被执行人海口中达实业开发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本院拟对被执行人海口中达实
业开发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府城镇东门外南桥肚海怡花园
B1栋101房、102房、103房、603
房和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秀路侨
中里村侨中公寓B2幢703房、704
房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
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
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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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东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预付款保险，保函编号：

6402130184020200000015，声明

作废。

●江西东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履约保险，保函编号：

6402130184020200000014，声明

作废。

●马德杰遗失座落于定安县定城

镇塔岭新区见龙大道南侧春阳·江

城国际小区B栋B3单元1002房

的房产证，产权证号：琼（2019）定

安县不动产权第0002839号，声明

作废。

●张超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

城镇高隆路9号（平海逸龙湾20栋

504房）（原502A房）房产证一本，

产权证号：不动产证号11749号，

特此声明。

●白沙七坊莹莹纹绣阁美容美甲

店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TCHOQ7F，现特

此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变更公告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装修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公告送达

征询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0年7月29日（周三）下午3:00以现场

会议的形式在海银大厦2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7月14
日，即截止2020年7月14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有：《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关于审议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
于调整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有关本次会议股东
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初稿）、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
料已于2020年7月14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
hnb1061@163.com，密码000601，股东也可联系本行工
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66516237，
1868953705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九龙豪庭”全体业主：
我司在与各业主签订销售合同中的第二十三条“关于物业管

理区域共用部位有关事项的约定，第7款 该商品房所在小区的一
楼的架空层和不参加分摊的建筑面积以及未计入公摊面积的小区
配套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归出卖人所有”的约定（以下简称出卖人
所有的约定）。而实际的情况是“架空层和不参加分摊的建筑面积

以及未计入公摊面积的小区配套设施、设备”均做为“九龙豪庭”项
目的公共配套，即为公共场所由业主自由使用。经审查决定，我司
放弃销售合同中出卖人所有的约定，同时放弃该财产物权，其产权
归全体业主享有。

特此声明
乐东大原投资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九日

关于《架空层、不参加分摊的建筑面积和小区配套设施、设备所有权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
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决定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琼海市潭门休闲渔业码头项目
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海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
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0年7月14日至2020年8月11日。
四、保证金缴纳及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8月11日17:00（以到

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名称：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开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道支行；银行账号：
46001002537052506530。

五、挂牌期报价时间：2020年7月14日8:30至2020年8月13日
10:00。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zw.
hainan. gov.cn/ggzy/）。

六、挂牌现场会时间及地点：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8月13
日上午10:00；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七、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
栋三楼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32855875。

项目名称

琼海市潭门
休闲渔业码
头项目

用海
位置

琼海市潭
门中心渔
港内

用海
类型

旅游基
础设施
用海

用海
方式

透水
构筑
物

出让面积
（公顷）

0.6198公顷

用海期限
（年）

2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20.17

保证金
（万元）

36

琼海市潭门休闲渔业码头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维生态城一期
S2地块商业项目建筑方案调整公示启事

开维生态城一期S2地块商业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兴
洋大道西北边，为居住区级公建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单位为提升相
邻S3地块产权式酒店的业态，拟将S3地块中配建的1200平方米菜
市场调整到S2地块地下室，并按技术规定配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
车位, 方案调整后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指标不变。考虑项目
已建成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的相关法
律规定，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
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14日至7月27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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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现任总统、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
支持的候选人杜达对媒体讲话。

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13日宣布，现任总统杜
达在12日举行的波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
胜，连任总统。根据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在已统计的99.97%的选票中，执政党法律与公
正党支持的候选人杜达的得票率为51.21%，反
对党公民纲领党候选人、华沙市长恰斯科夫斯基
获得了48.79%的选票。 新华社/路透

杜达赢得波兰总统选举获得连任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11日深夜发
布的报告显示，导弹发射台错位、士兵
与指挥官沟通不畅、士兵未经授权按
下发射键等原因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今年年初误击乌克兰航空公司一
架客机。

乌航这架波音737-800型客机1
月8日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霍梅尼机场
起飞后不久坠毁，176名乘客和9名
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三天后，革命卫

队空天部队司令承认，部队误把客机
当成“敌对目标”，发射导弹将它击落。

误击乌航客机时值伊朗与美国紧
张对峙，革命卫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严防美国因伊朗此前袭击美军驻伊拉
克基地而展开报复。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这份报告呈现
误击客机时一系列细节。报告说，瞄
准这架客机地对空导弹发射台的位置
先前发生变动、没有调试妥当。操控

导弹的多名士兵没能与指挥中心沟
通，误把客机当作“敌对目标”，而且未
经授权两次“开火”。

“当发射第一枚导弹时，遭误击客
机在正常高度和轨道飞行”，“一名防
空系统操作员在没有收到指挥中心指
令情况下执行操作，30秒后发射第二
枚导弹”，那枚导弹“可能直接击中”客
机。有视频显示客机爆炸，形成一个
火球，随后在德黑兰郊区坠毁。

西方情报机构官员和多名分析师
认定，伊朗方面使用俄制“道尔”防空
导弹系统击落乌航客机。伊朗这份报
告把误击客机完全归咎于操作人员不
当作业。“如果这些情况没有出现，这
架客机就不会遭击落。”

伊朗司法机构发言人吴拉姆侯赛
因·伊斯梅利先前说，6人因这一事件
遭逮捕，3人获得保释、3人在押。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伊朗民用航

空组织认定这份报告是“事实性报告”
而非“最终报告”。美联社12日报道，
这份报告标志误击客机事件的调查进
入新阶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近期报
道，伊朗方面定于7月20日把“黑匣
子”、即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
记录器送至法国首都巴黎。法国和乌
克兰的多名专家将检查“黑匣子”。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发布调查报告说

人为失误致使伊朗误击乌航客机

亚德诺拟收购美信
可能重分美半导体江山

美国亚德诺半导体公司正与美信半导体公司
商谈，计划以约2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家行业
对手。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交易如果成
功，将成为美国今年最大并购交易之一。

报道说，这项全股票交易最早可能13日完
成，但仍存变数。

亚德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市值
约460亿美元，生产传感器、数据转换器等信号处
理产品。美信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成立于1983年，市值约170亿美元，其半导体产
品用于工业、自动化和医疗等领域。

这两家企业都是模拟半导体产品的领先制造
商。《华尔街日报》认为，二者强强联合，将有助于
抗衡美国半导体巨头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后者当
前市值1190亿美元。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停泊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海军
基地的一艘美军两栖攻击舰12日发
生火灾，造成包括17名海军士兵在内
的21人受伤。

美国海军和当地消防官员说，这
艘军舰发生三级火警警报，舰上人员
紧急撤离。

圣迭戈消防局报告称，当地时间
8时30分左右，停泊在圣迭戈海军基
地的“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发生
爆炸伴随起火。

路透社报道，现场航拍视频显示，
这艘844英尺（约合257米）长的军舰
身陷浓烟之中，基地内数艘消防船正
在向军舰喷射水柱。

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水面部队
发言人迈克·拉尼在一份声明中证实

“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发生起
火事件。

海军水面部队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布的声明中确认，伤势不危及生命
的海员已被送往当地医院，全部舰上
人员撤离军舰。

拉尼说，17名海员和4名平民因
受到“不危及生命伤势”入院治疗。但
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海军发言
人、海军少将查尔斯·布朗说，主要是
因持续吸入烟和轻度烧伤。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迈
克·吉尔戴发布声明说：“我们感谢当
地、基地和‘好人理查德’号舰上消防
人员做出的快速反应。”

圣迭戈海军基地是“好人理查德”
号母港，这艘军舰可起降直升机、配置
小型船艇和两栖车辆。起火时，军舰
正在接受例行检查。拉尼说，舰上有
大约160名海员和军官，远比执行任
务时的千人级别要少。

失火原因正在调查。
拉尼说，圣迭戈海军基地停泊的

另外两艘军舰“菲茨杰拉德 ”号驱逐
舰、“罗素”号驱逐舰已经转移至远离
起火地点的泊位。

“好人理查德”号1998年起服役，
参与数次军事行动，还曾在好莱坞电
影中亮相，如《超级战舰》以及讲述海
豹突击队的《勇者行动》。

“好人理查德”号的命名是向美国
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致敬。身
为物理学家、作家的富兰克林以“贫穷
的理查德”或“理查德·桑德斯”作为笔
名编著了一部名为《穷理查年鉴》的箴
言集，深受读者喜爱。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圣迭戈海军基地发生火灾21人受伤

不好！“好人理查德”号爆炸起火

俄罗斯一架飞机坠毁
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3日电（记者鲁金博）
俄新社13日援引俄紧急情况部消息报道，一架
安-2型飞机在下诺夫哥罗德州坠毁，造成1人死
亡，1人受伤。

目前，受伤人员已被送到医院治疗。飞机坠毁
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安-2型飞机是一种小型双
翼飞机，目前在俄罗斯境内广泛运用于短程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