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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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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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利达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代码证号：
7425913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好意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云南省化轻建材公司海口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8397078-6）和公章，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金启明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昌永昇昌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章中亿、罗金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美兰区大英山东一路7号国瑞城
雅仕苑7栋2单元3A03房的不动
产权证，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042568号，特此声明。
●海南丰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
作废。
●澄迈金江博谭金福祥饭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31683217，声明作
废。
●洋浦鑫来旺商行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1080523，声明作废。

●杜福标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龙塘镇文道村委会道隆

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

市集用（2012）第009519号,声明

作废。

●定安龙门龙岭冷泉阉鸡专业合

作社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徐永萍不慎遗失父亲徐春明骨

灰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长

寿宫1架4行30号，声明作废。

●郭健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首期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 0142974，金

额：2,256,043元，声明作废。

●定安佰润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市华侨农场小学不慎遗失

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张，

编号：0445418988，特此声明作

废。

●定安县黑猪协会遗失中国农业

银行定安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 正 本 ， 核 准 号 ：

J6410005016401，现声明作废。

●定安县黑猪协会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北京随芯微科技有限公司税号

91110113MA01L13Q7M, 不慎

遗失 海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046001900104，发票号码：

07755284，金额 38元，现声明作

废。

●万宁瑞丰富硒槟榔种植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殷光涛遗失船名琼万宁10864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号码:琼万

宁2010864号，现声明作废。

●殷光涛遗失船名琼万宁10864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号码:琼

万宁2010864号，现声明作废。

公告
儋州晋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李文武、廖小红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儋劳人仲案
字〔2020〕第67号、68号），并定于
2020年9月16日下午3时开庭审
理。因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你
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海南省儋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院402室，联
系电话：0898-23313090）领取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等，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1日

●曾有观不慎遗失白沙县七坊镇

查英村委会查英三组的林权证一

本 ， 林 权 证 编 号:

B460801904801，声明作废。

●刘贤军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9210286613，IC 卡号:

463902265988，声明作废。

●海南左也右也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梁耀驹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9197111086637，现特

此声明。

●谢梅不慎遗失屯昌县屯城镇水

口路5号房权证，屯房权证屯字第

05978，现声明作废。

●钟藻锋谢春梅不慎遗失屯城镇

育新一里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动产权证书证号：琼2019屯昌县

不动产权第0000046号，现声明

作废。

●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昌江乌烈镇分店遗失药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编

号:JY14690260001850 证 号 琼

DB2700083(III)，声明作废。

●海南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遗

失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

据（第二联），收据号：7867389、

7867326，声明作废。

●戴璐璐遗失新闻记者证，证号：

G46000166000035，特此声明

●陵水新村美玉百货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34MA5RE4FN1N，声

明作废。

●谢奇丰不慎遗失坐落于儋州市

和庆镇美敖村委会龙湖二村小组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经营权证编

号：469003101207100016J号，声

明作废。

公告
海南新垅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何小月、陈芳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儋劳人仲案字
〔2020〕第62号、63号），现已作出
裁决。因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儋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院402室，
联系电话：0898-23313090）领取
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1日

关于要求履行合同的公告
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贵公司于
1999年与我旧地村委会旧地村签
订土地承包造林合同，面积2697
亩，实际栽林面积 1034 亩，于
2011 年第二轮伐后一直到现在
（2020年）拖欠我村多年土地租金
没上缴，请于登报之日起三天内到
我村办理租金等事项，若逾期不
到，我村将终止与贵公司的合同。
儋州市白马井镇旧地村委会旧
地 村 。 联 系 人: 何 炳 良 主 任:
13976785053 2020年8月10日

十月田场橡胶销售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现公
开销售248.5亩橡胶木。标的位
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海钢十月田
胶场。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有木材采
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项目联系人：
麦先生 13976711153

●裴学勤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401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0727、金额:

118048元），现声明作废。

●张都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B8

栋401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原

件（编号：0002403、金额:21043

元），现声明作废。

●赵占永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三家镇旺老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0）第00011号，

声明作废。

●张茜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馆

房 款 收 据 壹 张 ，收 据 编 号 ：

0000707，金额：5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儋州那大卡乐童屋服装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9003MA5RF3EP4Y，

声明作废。

●冯鹏翔、吴翠娟遗失绿地集团海

口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

海德公馆房款收据贰张，收据编

号：0009390，金额：35000元，收

据编号：0009484，金额：115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合同章一枚，声明作废。

●崔团结不慎丢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341202198805022733，特

此声明。

●琼海中原万汇建材店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

司的公章破损、财务章破损,声明

作废。

典 当 遗 失

商铺出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注销公告
琼海润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02000014861)拟向琼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全原医药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300687292504Q经公司股
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人民币
1588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联系人：陈燕，电
话:089828832954。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省金瑞云喜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5MA5TM5KH24）经 合
伙人会议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企业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 南 鑫 菲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9146020009052227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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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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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杰 13118942222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解决历史问题办房产证13398906680

法务咨询

白蚁四害防治老师傅18808967586

白蚁四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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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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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和兴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0820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 08月 20日
15时在海南迎宾馆一号楼拍卖厅
公开拍卖一批二手名表，有劳力
士，法兰克穆勒，卡地亚，万国，积
家，欧米茄，浪琴等（拍卖以实物现
状为准，竞买人可现场查验，清单
及拍品图片备索），竞买保证金：2
万元/全部标的，3000元/单个标
的。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08月
20日14时止。咨询电话：0898-
6938888，报名地址:海口市渡海
路88号海口外滩中心一期华府天
地1号楼A座201室。

拍卖公告

销售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抓紧出台海南自贸港口岸布局方案
为全岛封关运行打好基础

——专访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
权威访谈

中国外贸6月迎来进出口增速双
双“转正”，7月保持进出口“双正”增
长。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贸易持
续受挫。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外贸形
势？下一步稳住外贸基本盘可向何处
发力？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接受了新
华社记者专访。

问：综合 WTO 已有数据和预测
看，今年全球贸易可能缩水 13%到
32%，二季度下滑幅度远超一季度。
中国上半年外贸呈现先降后升态势，
你对此怎么看？

答：观察外贸确实要有国际视

野。上半年我国外贸整体表现可以说
好于市场普遍预期，特别是7月份进
出口继续保持“双正”增长，并且出口
实现两位数增长。

虽然国际贸易市场的“蛋糕”变小
了，但我国的市场份额却在变大，前4
个月出口份额同比增加了0.1个百分
点，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抗压力和竞争
力在不断提升。随着全面复工复产达
产，这个比例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这
是很不容易的。

问：我国正在谋划“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近期出台了一些政
策支持出口转内销，有人疑惑，出口
转内销是否会拉低外贸数据？你对

此怎么看？
答：出口转内销不会对外贸数据

产生实质性影响。一直以来，加工贸
易都以“两头在外”为主要形态，内销
比例相对较少。今年上半年加工贸易
内销货值占加工贸易进口货值的比重
仅12%左右，与我国庞大的加工产能
和市场规模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不会显著拉低外贸数据。

问：我们注意到，海关部门已经将
部分疫情期间临时实行的惠企举措改
为常态化实行。下半年，面临外部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海关总署打算从哪
些方面继续发力？

答：的确，抗疫期间海关采取的设
立“绿色通道”和“零延时”验放等好的

做法将继续坚持下去。如果一些临时
做法经验证有效乃至高效，为什么不
延续下去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呢？

下半年我们准备从四个方面发
力，推动外贸促稳提质。

一是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近年
来海关总署大力推进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原有的86种监管证件精简到
44种，今年6月我国进口、出口整体
通关时间比 2017 年压缩 59.3%和
81.5%，通关成本明显降低。今后我
们将深入推进“提前申报”“两步申
报”，企业在货物到港前就可办理通
关手续，只需简要申报9个必须项即
可提货，其他信息可以事后补充申
报。同时，我们还要大力推进经认证

的经营者（AEO）互认制度，这一制
度可以使企业在国外享受到和国内
一样的通关便利，降低10%以上的物
流成本。

二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我们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在洋浦率先实行一线放开、二
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创新制度。
抓紧出台自贸港口岸布局方案，为全
岛封关运行打好基础。制定实施“零
关税”设备、运输工具等政策配套监
管办法，促进早期收获政策尽快落地
见效。

三是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
四是大力支持跨境电商。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金融时报》：

美科技行业
对中国依赖程度被低估

据新华社8月11日电 （记者于佳欣）英国
《金融时报》网站日前刊登一篇观点文章说，美国
科技行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被大大低估。中美
两个技术大国联系紧密，双方一旦脱钩，将给数
百家美国科技公司带来沉重经济打击。

据文章介绍，苹果公司已接近成为全球第一
家市值2万亿美元的公司，而它依赖中国作为生产
基地，该公司2700亿美元年销售额中五分之一来
自中国。苹果产品是很多西方国家用户的常用设
备，中国同时也是它获取新客户的重要市场。苹
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近期指出，在中国，
购买苹果电脑的消费者中四分之三是首次购
买，购买iPad的人中三分之二是第一次购买。

文章还指出，其他企业对中国的依赖性更
大。比如5家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得克萨
斯仪器公司、高通、英特尔、博通，每家企业市值
都超过1000亿美元，它们销售额的25%至50%
来自中国。

文章说，这种互相依存不仅体现在深度，还
有广度。回顾一下近期各公司发布的最新财报
就会发现，大量美国科技公司高管都在强调其公
司在中国的优势。

美国游戏开发商双互动软件公司推出的篮
球类电子游戏NBA 2K Online已在中国吸引了
5000万注册用户，IPG光子公司向中国工厂出售
了大量激光设备，占其销售总额的49%。

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9927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吴雨）中国
人民银行11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927亿元，同比少增631
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7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166.19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比上月末低
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

分部门看，7月份，我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7578亿元，其中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
中长期贷款增加6067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
加2645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1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比上月末低
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余额59.12万亿元，同比增长6.9%，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4个和3.8个百分点。

另外，7月份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803亿元，
同比少增5617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7月我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6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4068亿元。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73.33
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近来，快速上涨的鸡蛋价格引发
关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8月 10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
格为每公斤8.33元，相对于7月7日
每公斤6.26元的平均价格，一个多月
鸡蛋价格上涨了约33%。对于鸡蛋
价格上涨，市民、养殖户、行业专家怎
么看？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环比涨 同比跌
养殖户松了口气

“今年以来，鸡蛋价格好像都没涨
过，但最近两三周感受比较明显，之前
9块钱一盒的鸡蛋，这周涨到了 11
块。”上海市民黄阿姨说。

“可能因为短期内蛋价涨幅较
大，所以大家感受比较强烈，但对于养
殖户来说，与其说是涨价，不如说是蛋
价回归正常。”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蛋鸡
养殖企业负责人陈金安表示，今年鸡
蛋价格一度跌至每斤3元以下，“就我
们企业来说，一直承担着亏损压力，如
今回归到正常价格，觉得松了口气。”

“现在的价格不好也不坏，预计接

下来行情会好些。”安徽省固镇县的养
殖户庄忠浩养了3万只蛋鸡，此前受
疫情和洪水影响，鸡蛋运输不那么顺
畅，一直低价。现在市场供应减少，蛋
价才开始上涨。

农业农村部监测的数据也显示，
7月份全国集贸市场鸡蛋月均价为每
公斤 8.25 元，环比涨 1.5%，同比跌
20.5%。十个鸡蛋主产省份月均批发
价为每公斤6.10元，环比涨1.3%，同
比跌32.3%。专家表示，当前蛋价与
近三年同期相比，仍处于偏低水平。

高温高湿抑制产量
两节备货拉动需求

持续低迷的鸡蛋价格为何在近期
出现大幅上涨？不少专家表示，近段
时间正是鸡蛋供应淡季与消费需求旺
季相遇的时期，供需两端多重因素促
成了鸡蛋价格上涨。

——市场持续低迷，蛋鸡存栏量
下降，产能不足。上海步耘投资总经
理时岩表示，去年猪肉价格上涨带动
了鸡蛋价格上扬，刺激了养殖户的增

产积极性，但上半年鸡蛋价格的持续
低迷也让经营压力骤增，使得养殖企
业一方面把下蛋的母鸡当作肉鸡卖
掉，另一方面补栏的积极性也不高，产
能不足导致短期鸡蛋供应偏紧。

——高温高湿、洪水灾害，产蛋量
普遍下降。陈金安也表示，今年的洪
水使得安徽不少养殖户受到灾害影
响，蛋鸡产蛋量进一步减少。

——两节备货、餐饮复苏，消费市
场正值需求旺季。“其实每年七八月份，
鸡蛋价格都会有一个季节性上涨，因为
不少食品加工企业都从这个时候开始
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备货。”时岩
说，“此外，随着餐饮消费的持续复苏，
餐饮业对于鸡蛋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短期涨势会受到压制
蛋价有望较快“淡定”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在日
前发布的“2020年第31周国内外农
产品市场动态”中提到，往年同期蛋价
也会上涨，但是涨幅没这么大，目前市
场鸡蛋销售并没有出现供不应求的情

况。食品加工企业等大宗采购在一定
程度上扩大了蛋价的涨幅，从往年价
格走势看，后期蛋价还有上涨空间。

东吴证券分析认为，由于8月底学
校开学，加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来临，
季节性需求因素将支撑鸡蛋价格上涨。

“不过，蛋价大幅上涨后，养殖户
淘汰鸡的积极性开始下降，有助于产

能的增加。”袁松说，“因此，蛋价上涨
的空间会受到压制，难以复制7月迅
猛上涨的局面。”

部分养殖户也表示，下半年生猪
出栏量将增加，猪肉供给将会逐步恢
复，也对鸡蛋的消费市场产生挤压，

“中秋旺季之后，蛋价估计要面临下行
压力。” （新华社上海8月11日电）

蛋价为何近期不太“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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