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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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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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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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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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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东方分局

不慎遗失《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回单）》6份。（票据编号：

No:0292041648； No:

0180968852-No:018096889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 南 省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12460000428777267H) 不 慎 遗

失财政非税票据（电脑票三），发票

代 码 ：0121，发 票 号 码 ：

0277767010—0277767256,特此

声明。

●乐东玉双辉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9033000002876；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460033793124539，
声明作废。
●刘素辉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号：
200046110460036670629551，
声明作废。
●罗兰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44600242001516，声明作废。
●海口典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承租人：李峰；出租人：李声忠遗
失座落于美舍上村（现：山内三里
190号）6楼房屋租赁证，证号：美
房租证[2018]30586 号，声明作
废。
●海南金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

三食堂）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01061147977，声明作废。

●汇集科技电脑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2819890910241101，声明作

废。

●林明钊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50007小型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
号码:琼万宁(2003)第YQ000237
号，声明作废。
●林明钊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50007海洋捕捞许可证，证号:琼
万宁(2003)第HY000237号，声明
作废。
●杨丽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为：46002719771014682X，特此
声明作废。
●海口思泉建井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昌江陆东农业专业合作社遗失
海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可证，
工 户 账 号:1006892500000133，
特此声明。
●海南自贸区安心堂药业有限公
司昌江分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14690261922773，声明作废。
●刘桂琴不慎遗失保亭县蓝城山
语泉小区6号楼1单元503房变更
收据一张，编号：NO16412617，金
额:9665 元；内部认购申请单一
份，编号:0000206，特此声明作
废。
●黄晓瑾不慎遗失位于五指山市
锦绣花园二期5栋一单元703房
的住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编号
51703，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聚佳盈食品贸易食品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法人章、财务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金竹园养生农家菜馆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92460000MA5TB-
KN03X，声明作废。
●三亚确幸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2001460557，声明作废。
●海南鼎尚置业有限公司2013年
1月1日-2016年2月28日使用的
财务专用章废损遗失，现声明作废。

声明
三亚天长实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
海南定安碧桂园天长实业有限公
司，原三亚天长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和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
近日，有社会人员以海南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的名义到一些市县政府
部门、企事业单位承揽林业调查规
划设计、林业工程监理等林业技术
服务类业务，造成恶劣影响。本院
郑重声明如下：任何个人假借我院
或我院下属海南绿岛林业规划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名义开展业务的，
我院将依法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
请有关部门、单位认真甄别我院工
作人员。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2020年7月29日

声明
三亚万通健康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营业执照等公司资料的对外使用
均未取得三亚万通健康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或法定代
表人的任何授权。自本公告作出
之日起，任何使用三亚万通健康开
发管理有限公司印章的行为，三亚
万通健康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均不
予认可。特此公告
三亚万通健康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2020年1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根
据举报，在东方市城东富祥顺配货
服务部依法查获运输中的涉嫌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标注"redball
红牛"饮料300箱，案发后货主下
落不明。为查清案件有关事实，我
局现限当事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到东方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接受调查。否则我局将根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
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处理上述物
品。特此公告！联系人：符强 联
系电话:18689892401。

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7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19年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人 民 法 院 以（2019）琼 0108 执
1962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
行通知书》，我局已将海南深海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琼山市国用（灵
山镇）字第01865号土地证书项下
的17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
吴实香，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市国
用（灵山镇）字第01865号土地证
书项下的17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登记。 2020年7月28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东方市妇幼保健院持
有的《宅基地使用证》[证号：东建
证字319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
该宗地位于八所镇示范路南，土地
面积为56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体育广场，南至东方市妇
幼保健院，西至中国工商银行东方
市支行，北至农科路。凡对该宗地
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
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
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
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
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6日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于
2017 年 08 月 06 日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牙叉镇白沙村委会

什坡阶村村口路边被捡拾，当时男
婴刚出生。男婴生父母或其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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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0年07月29日

注销公告
海口和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100000037298）拟向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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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华合泰幕墙装饰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1E7W29）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

仟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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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奋

13379955787

●海南广瑞实业有限公司原公章，
合同章，财务章，税务章磨损作废，
重新刻，特此声明。
●海口徐海旅业投资开发公司不
慎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28397049—5，声明作
废。
●海南省上海商会遗失海南省社
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单号：
7601354，声明作废。
●邢雅林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460033198503033242，特此
声明。
●海南正凯律师事务所隋鹤律师
于2020年7月26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为 14601201610733071，流
水号为11330570，声明作废。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0219802,声明作废。
●陈学武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华垦
路9号市园林管理局A1-302房
的房产证,证号:HK162106,声明
作废。
● 韩 丽 英 （ 身 份 证
469026197612184023）遗失昌江
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片石村委会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469026100206030002J，特此声

明。

●海南正益律师事务所陈名远律

师于2020年7月25日不慎遗失了

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200710485258，流水号为

10649664，声明作废。

●林明钊不慎遗失船名琼万宁
50007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号
码: 琼 万 宁 (2003) 第 YD000237
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声 明

遗 失

减资注销

认婴公告

催缴公告

关于催缴购房款、营业税、人防易
地建设费的

公告
李孙兴:
你于2013年6月3日与我司签订
的购房合同，购买海汽家园保障性
住房A幢802号房，截止至2020
年 7 月 15 日你只交付部分房款
70000元，尚未支付剩余购房款、
营业税、人防易地建设费等费用共
178501.09元。请于2020年 8月
15日前，到公司计财部补缴剩余
款项，若不按时缴交，我司将解除
与你签订的《海南省保障性住房预
售合同》并收回海汽家园保障性住
房A幢802号房。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指山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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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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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

土地通告

遗失声明
海南九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代码91469025348087557H遗失

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无

金额限制版）（空白票），发票代码

4600151320，号 码 06305449 至

06305473共25份，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7HN0106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秀华路58号一层铺面公开招
租，房产面积约184.54平方米，租期3年，挂牌底价为76769
元/月。公告期：2020年7月30日-2020年8月12日。对竞
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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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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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7月30日

海南岭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469035774289
848J）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税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主席令〔2001〕

第49号）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

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2〕第362号）第七十三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的应缴纳税款(含滞纳金)伍佰陆拾壹万壹仟陆佰捌拾陆元壹角

玖分整(￥：5611686.19元)，其中税款3417112.87元，滞纳金

2194573.32元。限2020年8月7日前缴纳，逾期不缴将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

知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

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

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申请行政

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新政税务分局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新政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保亭税新政局通〔2020〕0000039号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彭惠珍与被执行人张贵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594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被执行人张贵生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
定》第九条规定,公告如下:一、本院已对被执行人张贵生（公民身份号
码:411526197506116351）名下车牌号为琼A088AQ的雅阁牌车辆
一辆（车辆识别代号:105134）进行查封;二、本院将依法拍卖或变卖上
述查封的车辆;三、相关权利人可于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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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近日，
老挝、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泰国、印
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10多个政
党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表示，支持
由南海争议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彼此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地区
事务。

上述国家政党表示，在地区国家
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
为本地区及世界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同东南亚国家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
作，装载抗疫医疗物资的船舶、飞机往
来穿梭南海，南海正在成为各国携手
抗疫的互助之海、合作之海。

这些政党强调，维护南海地区和
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是地区国家的共同

愿望，符合各国共同利益；赞同由直接
当事国通过对话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
议；支持地区国家在恪守《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的基础上，早日就“南海行为
准则”达成一致；主张地区国家应共同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反对外部势力干

涉地区事务、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这些政党共同认为，在全球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阶段，地区国家
要加强团结合作，聚焦疫情防控和国
际抗疫合作，携手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东南亚国家政党主张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28日在海湾举行军事演习，
打击目标之一是放置在霍尔木兹海
峡的一艘美国航母模型。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份革命卫
队声明说，革命卫队出动海军和空
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展开海陆
空全面演习，演习将使用导弹、无人
机、雷达系统和其他武器装备。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
示，一架直升机发射导弹，命中摆在
海峡中的一艘仿真航母，突击队员
从直升机索降到“航母”甲板上，多
艘快艇将“航母”团团包围。

副指挥官阿巴斯·尼尔弗鲁尚
告诉革命卫队的官方新闻网站，他
们将在这次演习中使用“具备打击
远距离敌方悬浮目标能力的远程弹
道导弹”，暗示革命卫队将重演2015
年军演击沉美国航母模型的一幕。

2015年2月，伊朗革命卫队在
一次演习中把一艘美军航母模型当
成目标，先用快艇上的机枪和火箭
弹猛烈开火，而后发射反舰导弹击

沉模型。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在28日

的演习中，革命卫队还向一个无人
机目标发射防空高射炮，另外还发
射了车载导弹、舰载导弹和肩扛式
导弹。

暂不清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
的画面是否全部拍摄于当天。美联
社注意到至少有一张航拍画面拍摄
于27日前。

美国马克萨尔科技公司25日
和26日拍摄到的多张卫星图像显
示，伊朗革命卫队用拖船把一艘美
国航母模型从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
拖到霍尔木兹海峡，貌似将用于实
弹演习。

从外表看，这艘航母模型很像
美国海军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美
军先前多次向海湾派遣尼米兹级航
母。尼米兹级航母“尼米兹”号上周
晚些时候从印度洋进入中东水域，
很有可能是为了替换在阿拉伯海巡
航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目前暂不清楚“尼米兹”号会否

以及何时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
湾。美军去年部署到中东的“亚伯
拉罕·林肯”号航母在阿拉伯海停留
数月后才进入海湾。

美联社推测，伊朗这次又要打
击美军航母模型，可能是为回应上
周美军战机“拦截”伊朗客机一事。

伊朗媒体报道，一架马汉航空
客机23日在叙利亚上空遭美军战
机“拦截”，客机为避免碰撞，猛烈改
变飞行高度，致使多名乘客受伤。
客机遭“拦截”时正在执飞从伊朗首
都德黑兰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常
规航线。战机抵近客机的距离大约
为100米。

美军则称，事发时，伊朗客机靠
近美军驻扎的叙利亚坦夫基地上
空，美军出动一架F-15战机对伊
朗客机进行所谓的“目测识别”。
美军称，美军战机处在“安全距
离”。坦夫基地位于叙利亚南部与
约旦和伊拉克的交界处，驻有大约
200名美军。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军演模拟打击“美国航母”
目标之一是放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美航母模型

新华社新德里7月29日电（记
者胡晓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
辛格2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
印度从法国订购的首批5架“阵风”
战斗机当天抵达印度。

辛格说，“阵风”战机抵达印度将
使印度空军战斗力得到提升。

据报道，这5架“阵风”战机27
日从法国起飞，经停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后，于29日飞抵印度北部哈里
亚纳邦的安巴拉空军基地。印空军
人士说，这批战机将于8月正式列
装部队。

这5架战机是印度从法国订购
的36架“阵风”战机的一部分，其中
3架为单座型，2架为双座型。2016
年9月，印度与法国签订从法方购买
36架“阵风”战机的合同。

从法国订购的
5架“阵风”战机抵达印度

在戴高乐号航母上的阵风战斗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7月28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民戴
口罩出行。

墨西哥卫生部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
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40万例，达到402697
例，累计死亡病例44876例。 新华社发

墨西哥累计新冠确诊病例破40万

疫情发酵

越南“封锁”第三大城市岘港
越南交通部28日说，由于岘港新冠病例增

多，出入这座中部海港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15日
内无特殊情况均暂停运营。

越南总理阮春福已于前一天宣布，岘港市自
28日零时起至少14天内采取多项社会隔离措
施。依照这一规定，当地6个主要行政区的公交
系统已停运。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7月28日，在以色列内坦亚，无人机运送新
冠病毒检测样本。以色列交通部在新冠疫情下
开展科研，尝试使用无人机运送血样、药品等医
学材料。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尝试使用无人机
运送新冠病毒检测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