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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0年7月29日 星期三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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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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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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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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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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亨丰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编 号
2007099),声明原件作废，如有异
议请咨询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电话：68720934。

遗失声明
海南成富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9027552769686Q）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一枚及法

人私章，声明作废。

●曹丰麟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50栋
2603 号 房 ， 收 据 编 号:
HHD4001260，2017年2月1日，
金额:54035元；声明作废。
●刘燕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3号岛259栋
104 号 房 ， 收 据 编 号:
HHD4024083，2017 年 6 月 30
日，金额:103596元；声明作废。
●顾宗华遗失座落于海南省定安
县塔岭新区兴安大道东侧中润温
泉水城3号楼 2单元 801房房产
证，证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24957号，声明作废。
● 王勇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23060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号
码: 万 宁 渔 政 管 理 站 (2007) 第
YD000001号，声明作废。
●王勇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23060
海洋小型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号
码: 万 宁 渔 政 管 理 站 (2007) 第
YQ000001号，声明作废。
● 王勇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23060海洋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
许可证号:万宁渔政管理站(2007)
第HY000001号，声明作废。
●杨雅清遗失海南保亭闽庄园房
地产有限公司庄园御景1栋 517
收款证明收据1张，编号：0029075
号，声明作废。
●三亚金元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正亚宏天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中共东方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503301，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亚海海水养殖户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2460000MA5TDRTR26，
声明作废。
●海南万宁山海温泉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龙
滚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761801， 账 号
21416001040001642，声明作废。

补发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0]25号

王川定不慎遗失澄迈金江镇集用
（2010)第02364号《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登记座落为金江镇塘北
村委会中村，登记面积85.26平方
米，该土地权利人已于2020年 7
月17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
并声明作废，现向我局申请补办新
的土地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
公告注销王川定名下澄迈金江镇
集用（2010)第02364号《集体土地
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
料送达我局确权登记岗（电话：
67628922),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
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用证，原证
作废。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的
（2019)琼0106执1193号《执行裁
定书》及（2019)琼0106执1193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已将海南
君士实业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海
口市国用（籍）字第S0176号土地
证项下的 4328.02 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过户给海南海兰置业有限公
司，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
的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 S0176号土地证项下的
4328.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2020年7月28日

减资公告
海南荣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代码
91460200MA5TJ0XQ9B）公 司
决议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
至1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见
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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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5执867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田小宁、
陈林与被执行人赵翠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
人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本院于2019年7月9日依
法查封被执行人赵翠荣名下位于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飞麟苑小
区 B 幢 四 楼 5A05 室 ( 证 号:
HK099559号)房产。本院拟对上
述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
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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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公司变更公告
海南万宁山钦湾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60510512976)经股东会
决议，变更股东、法定代表人、公司
经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更新，原公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作废。公司变更前的
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特此公
告。

公司变更公告
海南万宁山海温泉酒店管理有限
公 司 （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6051051254Q)经股东会
决议，变更股东、法定代表人、公司
经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更新，原公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作废。公司变更前的
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特此公
告。

分立公告
经海南陵水银牛岭滨海旅业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定：拟注销五指山分
公司并由本公司派生分立为海南
陵水银牛岭滨海旅业有限公司、五
指山天康城投资有限公司，前海南
陵水银牛岭滨海旅业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与分立后不变，五指山天康
城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系原分
公司带资挂靠待清算后确定，分立
前原分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五
指山天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与海南陵水银牛岭滨海旅
业有限公司无关。请债权人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异议，逾期不提的
视为无提出要求。海南陵水银牛
岭滨海旅业有限公司

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董事会成员鲁小琴、孙
立新召集，决定召开海南伊顺药业
有限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会议定
于2020年8月17日上午9点在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经济开
发区供电站右侧海南伊顺药业有
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议题是选
举更换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事宜。
请各自然人股东、法人股东务必准
时到会。逾期未参加会议，视为放
弃选举权并同意上述选举结果董
事会成员的事宜。

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8月13日上午

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拍

卖：1、海南某公司100%股权。该

股权项下持有位于陵水县黎安镇

大墩村近海300.4亩旅游用地土地

使用权。土地参考价：100万元/

亩；竞买保证金5000万元。2、儋

州市换地权益书，面值285.83万元

（发放号：460029061231329）。

参考价 143 万元，保证金 30 万

元 。 电 话 ：0898- 68522193

13976113935。地址：海口市蓝天

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减资公告
大文数字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50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原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商入库公告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建
立集中采购平台和材料供应商库、
分包商库。现公开征集材料供应
商、劳务分包商、专业分包商，欢迎
有意者致电协商合作事宜。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689901907
15289816042 0898-65237905
邮箱：hjjtjyglb888@163.com

遗失声明
海南海源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90275949080909）、澄迈
联升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9027056395486D）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庄照东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感城镇感城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20637
号，声明作废。
●海南万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儋州永恒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步凡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张改英遗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海口永和花园一期
A7-2-17A的（首期）购房收据，
收据号码：0007285，金额：8981
元，声明作废。
●张改英遗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海口永和花园一期
A7-2-17A的（楼款）购房收据，
收 据 号 码 ：0009090，金 额 ：
380000元，声明作废。
●张改英遗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海口永和花园一期
A7-2-17A的（定金）购房收据，
收据号码：0009089，金额：20000
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符确历史文化研究会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60000MJP1001459，
声明作废。
●冯丽娜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1份，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98栋
504号房，收据1:2016年 1月 29
日，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刘军生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38栋
1704号房，收据，2018年 4月 28
日，金额:96314元；声明作废。
●海南微分云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土地通告

遗 失

公 告

通 知

减资注销

法院公告

拍卖公告

公告送达

催收公告
根据清产核资中介机构对揭示问
题的处理建议，下列人员长期拖欠
单位资金未清偿。因无法与你们
联系，特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限
所有欠款个人在2020年8月15日
前联系海南浩业化纤有限公司清
偿欠款。逾期，我公司将追究欠款
人的法律责任。欠款个人及金额：
1. 陈来发：4339.5 元；2. 何兴伟：
1062.94元；3.张志铭：33872元；4.
刘扬：25536.04 元；5. 潘文俊：
12560元；6.沈永祥：9080.77元；7.
周非帅：3416.10 元；8. 王伯阳：
1974.90元；9.叶保财：19.6元；联
系人：韩先生13876075677。

海南浩业化纤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催收公告
根据清产核资中介机构对揭示问
题的处理建议，下列人员长期拖欠
单位资金未清偿。因无法与你联
系，特向你发出催收公告，限你在
2020年8月15日前联系海南翔兴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偿欠款。逾
期，我公司将追究欠款人的法律责
任。欠款个人及金额：吴淑喜：
5143.91 元 。 联 系 人 ：韩 先 生
13876075677。

海南翔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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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装 修

项目收购+转让+规划设计
房地产+农庄+度假村+酒店+土
地等。电话：0898-66894829

收 购

供求公告

乐佰仕智能分类垃圾桶
采用AI自动识别垃圾可回收或不
可回收，然后自动分类。目前投放
海口市政府、三亚市委、三亚市政
府运营取用，欢迎各位朋友光临实
地考察。电话13876930533

垃圾分类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
昌江海汽广场(以下简称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进行再次公开整体
招商，现发布招商公告如下：

一、项目简介：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人民北路71号昌江汽车站，建筑面积约5951.91m2，招商面积约
5951.91m2，于2012年底建成，目前作为商业经营使用。项目位于昌
江县城中，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周边商业气息浓厚。

二、租赁期限及租金：租期为5年，租金底价为月租金单价42元/m2

（建筑面积5951.91m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的月租金单价，第二年
的月租金单价与第一年相同，第三年起月租金单价逐年递增5%，租
金支付时间以《租赁合同》为准。

三、不可谈判条款：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原有肯德基门店租
赁，租赁合同至2027年11月15日止，租赁面积370m2(包含在整体招

商面积5951.91m2内)，意向承租方竞得后必须继续承接肯德基门店
的租赁合同，否则视为违约处理。肯德基租金缴交方式为按营收额缴
交，即年营收额800万元（不含800万元）以下的按6%缴交租金、营收
额800万元以上的按7%缴交租金，由最终承租方收取租金（详见相
关《租赁合同》）。在承租方筹备期限内，肯德基租金由招商方收取。

四、确定承租方方式：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市场平台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意向承租方，采用“综合评议”的方式进行遴选，确定中选方。

五、公告期：2020年7月29日至2020年8月25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
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7月29日

海汽昌江分公司昌江海汽广场首层商场公开整体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5HN0063-1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8月4日

00:00－03:00对海口市枢纽2楼IDC地区IDC专线业务进

行业务调整。届时，该地区的 IDC专线业务使用将受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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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08月07日10：00在华海路拍卖厅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一、海口市明珠路2号置地花园7幢3C室房产，建筑面
积129.35m2，证号为：海房字第HK050067号。参考价：170万元，竞
买保证金：20万元。二、海口市海景路86号海景花园E型公寓1号楼
一层105和106房产，建筑面积均为69.58m2，分摊土地面积均为：
24.43m2，证号分别为：琼（2018）海权字第0097449、0097448号，每
套参考价：82万元/净价，竞买保证金：10万元/套。展示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20年08月05日12：00止，有意者请于2020年08月06日
12：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特
别说明：一号标的：按现状拍卖，拍卖成交后，房产的过户税、费按国家
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二号标的：整体净价拍卖优先。拍卖成交
后，房产的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海
口经贸大楼9层；电话：0898-66721736 13976600507 18976211911

（20200807期）

债权转让公告
林树梅（身份证号53223319781022386X）：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于2020年5月
17日与海南财宝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100324048270N）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对你享有
的债权（转让方基于保险理赔而享有代位追偿权，对应文件编号为：
DY20170727004284-001保险单及DY20170727004284《借款合
同》）及其相应的担保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请求你支付理赔款、逾期保
险费、滞纳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相
关费用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
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你应直接向受让
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受让方联系人
为吴志花，联系电话为13322005037。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债权转让公告
林树梅（身份证号53223319781022386X）：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于2020年5月22
日与海南财宝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324048270N）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对你享有的债权
（转让方基于保险理赔而享有代位追偿权，对应文件编号为：
DY20180827002791-001保险单及DY20180827002791-001《借
款合同》、BDDY1902260000109384保险单及DY20180827002791-003
《借款合同》）及其相应的担保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请求你支付理赔款、逾
期保险费、滞纳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相
关费用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
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你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你应直接向受让方履行
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受让方联系人为吴志花，
联系电话为13322005037。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采矿权名称

三亚市崖州区大出水村A
段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备注1矿区范围坐标（大地2000坐标）J1:2028252.45236626264.786……J16:2028152.03236626252.836具体坐标详见《挂牌出让
手册》第二章挂牌出让须知2出让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期满不延续3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冲抵采矿权出让收益未竞
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按原缴款账户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矿区地址

三亚市崖州区大出水村
矿区A段

经济储量
（万立方米）

924.7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273

开采规模
（万立方米/年）

79

出让年限
（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9892.7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892.74

开采标高
（m）

+115至+3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三亚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三亚市崖州区大出水村A段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海南省
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三亚市崖州区大出水村A段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人资格
条件及要求：1、竞买人公司注册地须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且公司存续时间不得低于2年
（含2年），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本公告截
止之日注册资本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2、受
到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
且期限未满的，以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不得申请竞买。3、竞买人须提交《挂牌出
让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4、
须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5、竞得人须接受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的有关该采矿
权设置的技术要求以及所开展的前期技术工
作，并支付相关费用。6、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
法律法规。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1、有意
竞买者可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一楼土地矿
产交易窗口查询和获取《三亚市崖州区大出水
村A段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2、竞买申请时间：2020年7月29日上午8:30
至2020年8月27日下午16:30（北京时间，下

同）。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经审查，竞买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资
格条件及要求的，在2020年 8月 28日下午
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时间及地
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8月31日上午
8:30;2、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9月14日上
午10:00;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
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4、挂
牌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
室。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1、采矿权投资
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采矿权出让的技术资料
所表述的有关矿体的规模、形态、储量、品位等
可能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竞买人在竞买前应认
真了解相关情况，阅读相关资料，并到现场踏
勘，充分评估投资风险，一旦参与竞买，即视为
对采矿权出让的技术资料已完全认可并自愿
承担全部的风险责任。2、竞得人取得采矿权
后须上马机制砂生产设备，生产的机制砂须占
开采资源储量的30%（即24万立方米/年）。
3、挂牌出让成交后，涉及到林业的事项，由竞
得人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涉及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有关事项，由三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办理，但相关费用由竞
得人承担；采矿区、加工区、办公生活区及排土
场的土地、青苗、地上附着物等尚未征收，土地
租赁存在一定的风险，竞得人须自行解决土地
租赁使用手续；矿区道路、供电、供水等设施由
竞得人自行协调解决并承担责任。4、三亚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0年8月5日组织
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日上
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三亚市吉阳区
河东路 182号(联系人：赵先生，联系电话：
88266640 13876668832)。5、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6、本次
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竞买申请。八、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联系人：陈女士、李先
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20年7月29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

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10地块用地规划条件。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7月29日至2020年 8月27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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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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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A-10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关于珊瑚宫殿五期部分班组老板拖欠
劳务人员工资纠纷处理通知

关于兰亚吉、李亚校、王亚合、李红、王亚朋、李刚、李伟、蓝张
强、甫家坤、黄亚保、黄文海、彭文妙、彭家巍、彭文偕、秦其君、韩
继于、彭文姜、彭臣水、张兴强、卢海起、彭、黄、黄小程等工人在陵
水英州镇珊瑚宫殿五期的劳资问题，我司在接到海南省陵水劳动
监察大队的通知后，经我司查实以上工人都未在我司登记过,为
便于及时有效处理劳务纠纷，避免因提供工资证明材料不齐全，
导致劳务人员无法及时拿到工资，请广大在陵水英州镇珊瑚宫殿
五期劳务人员携带相关材料及时与我项目部现场负责人联系核
实，请大家相互转告。有效日期：2020年7月26日~2020年8月
26日。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15397832525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珊瑚宫殿五期部分班组老板拖欠
劳务人员工资纠纷处理通知

1）近期接海南省陵水县劳动局劳务纠纷投诉案件较多，接通
知后我项目部积极派遣专人与劳动局配合处理，经核实大部分劳
务工资因班组老板原因未发放至工人，并且在处理过程中发现大
部分务工人员提供工资证明材料不足。

2）为便于及时有效处理劳务纠纷，避免因提供工资证明材料
不齐全，导致劳务人员无法及时拿到工资，请广大在陵水英州镇
珊瑚宫殿五期劳务人员携带相关材料及时与我项目部现场负责
人联系核实，请大家相互转告。

3）有效日期：2020年7月26日~2020年8月26日。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15397832525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890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众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何奋追偿权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何奋（公

民身份证号码：460003198107023810）名下位于海南省儋州

市那大东三路与北二路26号街区御景龙庭4栋2单元2401

房(不动产权证号:20180052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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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29日

公 告
为彻底解决药谷一期内涝及污水排放问题，由秀英区政府对原

港澳开发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梳理，提出对科技大道等道路进行雨
污水管道改造，同时在对雨污水管道改造的基础上对道路的路面、
人行道、标志标线进行改造。为满足施工需要，需对科技大道进行
封路施工，具体封闭公告如下：封闭时间: 2020年7月25日-2020
年8月31日。封闭路段:科技大道(长盛东一路西段至长盛东二路西
段)总长约100米，届时过往车辆将无法通行科技大道，需借道永万
路或港澳大道通行。绕行路线: 1、长盛东一路西段北侧用户往南海
大道方向出行需绕行(海盛路→永万路→南海大道)。2、长盛东二路
西段南侧用户往海盛路方向出行需绕行(兴海路→港澳大道→海盛
路)。施工给您带来不便之处，敬请凉解!特此通告。

海口佳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际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7月23日

海口市秀英区新海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
关于新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选房工作的通告
尊敬的新海片区棚改项目被征收人：

根据新海片区棚改项目工作安排，我部将于2020年8月4日
至2020年8月28日期间进行选房，请您按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两份、（如委托他人办理的，受托人需携带委托人身份
证原件或经委托人签字、按手印确认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经公证机
关公证过的委托书）户口本和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中国银
行卡、《产权调换协议》和《产权调换协议补充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一份、《选房通知书》原件等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选房。特此
通告。工作时间：上午9:00至12:00至下午14:30-17:00（周六
正常办公）。选房地点：新海棚改回迁商品房小区接待中心（滨海
大道新海村祖宗屋临时过渡点对面）。联系电话：68715901。

海口市秀英区新海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
2020年7月29日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00813期

我司受委托定于2020年8月13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公开

拍卖下列资产：1、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商贸地段面积4837.24m2商

业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文国用（2011）第W0303471号，年限至

2045年止，容积率2.0。裁定资产、股权交付，参考价格839万元，

保证金80万元。2、海口市万达广场骏豪仕家1#金街2层 J-

2048商业房产所有权，建筑面积85.8m2，层高5.3米，现状有隔

层，参考价13200元/m2，保证金10万元。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

承担。展示及办理竞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18时。详

情关注“京海拍卖”公众号。

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电话：0898-68520771 18889289611 13976682228

琼海南苑项目由海南华星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建设用地位于琼
海市嘉积镇人民路东侧，用地面积8812.37m2。琼海南苑项目修规方案已
由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资规审批〔2019〕2号）文批复同意建设。现
该项目申请A#、B#、C#住宅楼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南
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1、
A#住宅楼建筑屋顶面积126.52m2，太阳能集热板面积76m2，热水系统建
筑应用面积3034.94m2。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为75.87m2。2、

B#住宅楼建筑屋顶面积386.76m2，太阳能集热板面积120m2，热水系统
建筑应用面积4837.84m2。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为120.94m2。
3、C#住宅楼建筑屋顶面积585.26m2，太阳能集热板面积178m2，热水系
统建筑应用面积7133.06m2。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为
178.33m2。4、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登报之日开始）。5、公示地点：海南日
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室、建设用地现场。6、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国土空间规划
室。（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
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3）联系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0日

关于琼海南苑项目屋顶太阳能热水
集热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