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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巍鹏实业有限公司磨损公章、
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民办非企业单位：海口琼山职工幼
儿 园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06651336768，证书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
室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昌江铁矿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38825901，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
室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昌江铁矿支行预算单位专用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609001，声明作废。
●郑州铁路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儋
州公司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江大
道小英路东方洋外经别墅（房号：
D2）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
证号：2009006439，声明作废。
●赵婉婷遗失坐落于乐东县九所
镇龙栖湾（山海韵·龙栖湾）25幢2
单元1004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
琼（2019）乐 东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5473号，声明作废。
●澄迈顶德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3480762255）遗失公章
壹枚，声明作废。
●许进昌遗失位于八所镇九龙大
道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
号：东方国用(八所)字，第5512号，
现声明作废。

●樊莹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130322198203064427，特 此 声

明。

●陈佩琰遗失中南西海岸B17-

2609 号房购房收据 1 份，编号

No16 0008207，金额151041元，

声明作废。

●张运武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10519950615751X，声 明 作

废。

●儋州市审计局不慎遗失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正本一本，注册号:工

法证字第 210600667 号，现特此

声明。

●海南铭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章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周盼不慎遗失律师证，证号为：

1460201711887463，流 水 号 ：

10715776，声明作废。

●赵小峰遗失军残证，编号：琼军

C001853，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公司白沙营销服务部遗失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005469025001,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南寻清吧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南寻清吧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大田镇中心幼儿园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34690071356747,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快九通广普药店，账

号：46050100643800000102，遗

失工章一枚，声明作废。

●白淑华遗失海南绿地城一期郡

园14栋2单元1202房购房票据1

张 ，收 据 号 ：0001581，金 额

153600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供水工程项
目（近一期）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

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
众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http://
www.eiafans.com/thread-1322
408-1-1.html；公众调查范围：受
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
位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
位和个人。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信函、
电话、电子邮件等任何一种方式将
意见或建议反映给建设/环评单
位。
建设单位：黎工15120759920
评价单位：符工18876164530
有效期自公示之日起至 2020 年
9月25日

变更声明
海南真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年4月14日已在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股权变更，2020年 4月

14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

责，请相关权益人联系原股东进行

登记。 2020年9月1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12）第
000049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12454号
钟栓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
桂林洋农场开发区生活区,使用权
面积为348.48平方米的海口市国
用（2012）第000049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
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
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钟栓补
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联
系人：赵女士65360879。

2020年9月17日

变更声明
海南中顶人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于2020年7月20日已在市场监督
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2020年7月
20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
责，请相关权益人联系原股东进行
登记。 2020年9月17日

减资公告
海口悦妍健康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经出资人会议决定，注册资
本由75万元减少至72万元人民
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金盘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000217571）拟向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前来办
理相关事宜。

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3000万元的公告
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4603005787301654，经本
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金从人
民 币 22000 万 元 减 至 人 民 币
190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逾期
不提出的，本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
办理减资事宜。特此公告。

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11796号
黄会清、黄会芳向我局申请办理土

地证遗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琼

山区旧州镇岭南村委会黄群村,面

积为 508.50m2。经调查,该个人

持 有 的 海 口 市 集 用 (2011) 第

02147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登

报挂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上

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

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书面

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补

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特

此通告。王子阳6565565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12）第
000044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12455号
林花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

桂林洋农场开发区生活区,使用权

面积为349.22平方米的海口市国

用（2012）第000044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

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

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林花补

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2020年9月17日

●澄迈县中兴镇中兴居民委员会
多廉外村村民小组原公章遗失，声
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中兴居民委员会
龙生村民小组原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聚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1Y7F82）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新港回头客饮食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0016450，声明作废。
●莫亮遗失户口迁移证一张，证
号：1043446号，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博恩幼儿园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J6410020277201，特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博利戈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
（项目：市气象局保障安置性住
房），编号：460200201601280101，
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鲜空间饮食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935007，声明作废。
●陈光德遗失船名琼万宁05096
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号码:琼万
宁(2003)第YQ000322号，现声明
作废。
●周晓伟于2020年9月15日不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6199708094052，特 此 声
明。
●文昌市东阁镇人民政府不慎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普
通 电 脑 票)2 张 ，编 号 ：
0469403684、0469403756，特此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公告
咱家有智慧接力（海南）科技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孙玮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
第195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
字〔2020〕第 456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
4号，联系电话:0898-66783032），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8日

解除合同通知
海南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贵司根本违约，导致我司的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自即日起解除贵我
两司于2010年 11月 8日签订的
《合作协议书》、2011年2月25日
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
书》、2011年4月10日签订的《补
充协议》。特此通知。

海南同创正元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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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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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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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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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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三亚土地招商合作
30亩土地诚招开发商合作开发。
电话：18976712666。

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认证电话：653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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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认证

大同路临街30m2商铺66678999

铺面特价出售

土地招商合作

公告送达

变更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江东新区安置房建设项目（地块7、地块8）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112586.36平方米（约

合168.88亩）。项目涉及灵山镇大林村委会大林一、迈永、排

溪、西排村民小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

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

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李先生:13976072003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9月18日

迁坟通告

海口市滨江星城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江西路西侧。项目于2020年
7月通过规划许可，2020年9月变更方案，批建内容为2栋地上15-24
层，地下1层住宅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补
偿建筑面积490m2。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0年9月18日至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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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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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滨江星城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吴宗环(居民身份证号: 460102199407140916)已将

拥有的对海口海波纸品联合公司本金3,000，000.00元及

相应利息的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冯尔忠(居民身份证

号: 460100196011061211)。现将债权转让事项公告通

知债务人、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并要求债务人及相应

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冯尔忠履行债

务清偿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吴宗环

2020年9月17日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9月 17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和提升“获得电力”服
务水平的措施，持续优化企业和群
众办事创业环境；要求按照“两个
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改革发展。

会议指出，推进与企业发展、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事项“跨
省通办”，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
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
大市场。会议确定，要抓紧将现有
线下政务服务转为线上办，在抓好

“省内通办”的同时，今年底前实
现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职业资格证书核验、

学历公证、驾驶证公证等 58项事
项异地办理，明年底前实现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就医结算备案、社
保卡申领、户口迁移等 74 项事项
异地办理。下一步还要加快实现
新生儿入户、社保参保缴费查询等

“跨省通办”。要优化线上办理方
式，使“跨省通办”便捷、易操作。
同时，要保障少数群体线下办事需
求。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

为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会议确定，全面推广居民和小微
企业低压用电报装“零上门、零
审批、零投资”，今年底前在全国
实现用电报装业务线上办理，将
居民用户和实行“三零”服务的
低压非居民用户全过程办电时
间分别压减至 5 个和 25 个工作

日内，其他用户办电时间也大幅
压缩。2022 年底前，实现居民和
低压用户用电报装“三零”服务
全覆盖，其中非居民用户办电时
间减至 15 个工作日内。上述措
施三年累计可为小微企业节省
投资约1300亿元。

会议指出，要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支持国企和民企改革发展。下一
步，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一要持续推进国企
提质增效，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
发展后劲，更好发挥在国民经济
中的支撑作用。扎实推进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今年基本完成剥离企
业办社会职能等工作，着力深化混
合所有制改革、推进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支持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技
术攻关，深入推进“双创”。加快剥
离非主业，着力做强主业。二要进
一步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带动扩大就业。持续放宽
市场准入，加快电网企业剥离装备
制造等竞争性业务，推动油气基础
设施向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开
放。支持民企参与重大铁路项目
建设和客货站场开发经营。推动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进一步向
民企开放，加快对民企的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认定，畅通民企技术人才
职称评审通道。允许中小民企联
合参与工业用地招拍挂。鼓励各
地建立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分担
机制。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持续优化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环境
要求按照“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新华社北京 9月 17 日电 （记
者赵文君）为持续优化企业和群众
办事创业环境，17 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举措，今年底前实现市场主
体登记注册等 58 项事项异地办
理，明年底前实现就医结算备案、
社保卡申领、户口迁移等 74 项事
项异地办理。

会议确定，要抓紧将现有线下
政务服务转为线上办，在抓好“省
内通办”的同时，今年底前实现市
场主体登记注册、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职业资格证书核验、学历
公证、驾驶证公证等 58 项事项异
地办理，明年底前实现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就医结算备案、社保卡
申领、户口迁移等 74 项事项异地
办理。

下一步,还要加快实现新生儿
入户、社保参保缴费查询等“跨省
通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表示，“跨省通办”是一项看得
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是为建设
服务型政府、智慧型政府固根本、

利长远、稳预期的发展工程，不仅
满足了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
要，而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
就业、求学、就医等方面的需求，更
有助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他指出，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地
区壁垒、部门壁垒，直接制约了各
类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妨
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因
而，对于关系企业发展和群众生活
的高频事项推进“跨省通办”，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此次会议对实

现“跨省通办”提出了具体而精准
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稳扎稳打、有
序推进，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会议还提出，要优化线上办理
方式，使“跨省通办”便捷、易操作。
同时保障少数群体线下办事需求，
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

刘俊海表示，优化线上办理
方式这一要求很有针对性，在具
体操作上一定要体现以人为本的
精神，以方便快捷易操作为前提，
尤其要保证少数群体的线下办理
需求。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明确路线图、时间表

2010年9月的一个早晨，江西省赣州
市崇义县上堡乡上堡村村民吴年有的妻
子在县医院产下了四胞胎女儿。
“她们的来到，就跟做梦似的。”父亲吴
年有给孩子们取名：吴梦婷、吴梦玲、吴梦
云、吴梦琴。

在现实中，吴年有却犯了愁，“我和我
老婆以前都在广东打工，有了孩子，就去
不了，家里只有三亩田，也没其它收入，孩
子的奶粉钱都是东拼西凑的。”

四个孩子都是早产儿，四胞胎中的
老三出生的时候只有二斤；老大被怀疑
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手术费就要10多万。
“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实在太难

了。”吴年有说。
在当地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下，夫妻俩终于挺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孩

子们长大点后，吴年有一有时间，就去附
近工地上打零工挣钱。

乡里给四胞胎都上了低保，还让吴年
有和他的妻子就近就业，做起了村里的护
林员和保洁员。

四胞胎家的院子旁边做了鸡舍、鸭舍
和鱼塘，这些都是村里的精准扶贫项目。

2016年，当地政府推行农村危房改
造政策，吴年有在政策的帮助下建起了一
栋三层小楼。2019年1月1日，吴年有新
房客厅墙壁上多了一张“脱贫光荣证书”，
四胞胎一家终于光荣退出了贫困户行列。

如今，已经十岁的四胞胎姐妹身体好
了许多，在乡里的中心小学上学。

吴年有说：“我还今后要努力干活，把
孩子们教育好，希望她们长大能有出息。
我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新华社发

四胞胎家脱贫记

据新华社南京9月17日电（记者王
珏玢）记者17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中、德、英三国古生
物学者最近在1亿年前的白垩纪缅甸琥
珀中，发现了早期动物的精子。这是迄
今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动物精子，将相关
化石记录时间前推了约5000万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16日以封面论文
的形式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

学报》上。
此次发现的远古动物精子来自一类

水生甲壳动物：介形虫。
介形虫种群生存能力特别强大，从

4.5亿年前一直延续至今。
分析比对显示，远古和现代介形虫精

子的形态十分相似，其长度可达介形虫体
长的三分之一以上，大约相当于现代人类
精子长度的4倍。

古生物学家发现1亿年前的动物精子

2020年9月9日，四胞胎姐妹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