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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中城聚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T29L1XW）遗 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2本，公

章，声明作废。

●李静不慎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

项目2号岛135栋1104房认购书，

编号为：0115394，特此声明作废。

●优尔康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许辉遗失座落于海口市南航路

24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国用（2001）字第FG006752

号，声明作废。

●三亚天广传媒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71320， 发 票 号 码:

25096186、25096178,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海南南宝石矿产开采有限公司

(9146020055279972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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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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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祥勇18976927666

减资公告
三亚昌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9146020073580175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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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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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祥勇18976927666

海南杭农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用房采购公告
海南杭农科技有限公司是杭州种
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因业务
发展需要，需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采购科研、办公、住宿等综合
性用房一处。要求：1、房屋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或三才镇；2、房
屋面积1500平方米左右或评估价
在1500万元左右；3、具有独立所
有不动产证且土地性质为国有土
地；4、无法律纠纷可办理过户。符
合条件者请在2020年 10月 9日
向公司报名。联系人：姜先生
13906525250 孙 先 生 ：
18789613020

海南杭农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8日

D11地块九玺院交房公告
尊敬的九玺院业主：您所购置的中
海神州半岛D-11地块项目（九玺
院C区）多层住宅(39、50-53、55-
62)共13栋，已通过相关部门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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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0年
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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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公 告
海南壹快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童紫怡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0〕第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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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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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8日

减资公告
经海南千富良叶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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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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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吴 炳 本 ，联 系 电 话 ：
18976388379。特此公告。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海南鼎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 10月 13日
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状进行
公开拍卖：1、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
路体育东横街 22,24 号楼 1701
房，建筑面积为99.63m2，竞买保
证金60万元。2、琼A 牌2010年
产奥德赛、2013年产传祺共两辆
业务用车。竞买保证金5000/辆。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
前一工作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
拍卖日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 买 手 续 。 联 系 电 话:
68585002 13876683321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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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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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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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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房产出售

国兴大道独栋九层楼售18708991932

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认证电话：65396888

信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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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海南灵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岑小娜、王燕萍、
王绍顺三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三
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263-
265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琼海海愿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2MA5RJ22C0P，

声明作废。

●张瑛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 9#2101 房

（50000 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7913380，特此声明作废。

●张瑛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 9#2101 房

（684771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7913329，特此声明作废。

●潘垂媛于2020年9月25日遗失

了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为 ：

14601201011640714,执业证流

水号：10716075，特此声明。

●陵水英州特色锅烙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81946137，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大潭村民委员会

后坡三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8388702，

声明作废。

达到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条件。
为便于业主收房，我司定于2020
年9月28日-30日在九玺院现场
为业主集中办理收房手续。请各
位业主按《入伙通知书》的提示准
备相关资料及费用，分批办理收房
手续，逾期则视为您认可我司已履
行完毕交付义务并同意收房。特
此公告！各业主若有需要了解和
咨询的问题，欢迎致电客户服务热
线：4008301888。恭祝各位业主
收房大吉，平安顺遂！万宁仁和发
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8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邀请参与江东新区
潭览河水系修复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服务（二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江东新区潭览河水系

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

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采购对

象。截止2020年9月30日下午12点0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

联系人：吕工 68617692

本院根据申请人合盈小额贷款（重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
年9月5日裁定受理五指山申基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8月2日指定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为五指山申基实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五指山申基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12
月28日前向五指山申基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1：海南省
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翡翠家园7#203室。通讯地址2:海南省海口
市滨海大道121-8号信恒大厦1层。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林国云律
师 17776900102。邮箱：shenjishiyepcqs@163.com）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偿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五指山申基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五指山申基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9001破申3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海南省供销外经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隆盛达供销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已

将对你方享有的债权及相关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海南联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现特将债权转让事宜公告通知你方，你方应向海南
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该笔债权的还本付息义务和相应的担
保责任：

主债
务人

海南省供销
外经集团有
限公司（曾用
名：海南省供
销对外经济
贸易公司）

本金
（人民币/元）

4000000.00

利息

根 据 原
借 款 合
同 或 人
民 法 院
判 决 计
算

法院生效判决
案号

海 口 市 中 院
（2005）海中法
民二初字第82
号；海南省高
院（2006）琼民
二终字第21号

法院首次
执行案号
海 口 市 中
院 （2007）
海 中 法 执
字第120号

担保人

海南隆盛达
供销发展有
限公司（曾用
名：海南省供
销发展总公
司）

黎巴嫩候任总理穆斯塔法·阿迪
卜26日宣布放弃组建新一届内阁，
使这个遭受经济危机、新冠疫情和贝
鲁特大爆炸三重打击的中东小国再
次陷入政治僵局。

阿迪卜当天会见总统米歇尔·奥
恩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放弃组阁。
他向国民致歉，说尽管组阁已到最后
阶段，但无法与各派达成共识，“按照
我设定的标准组建内阁必然失败”，
因此决定让贤。

总统府随后发表声明说，奥恩已
接受阿迪卜的请求。奥恩随后也发
表电视讲话，批评阿迪卜以及什叶派
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

奥恩说，阿迪卜一意孤行，没有
与议会各派充分协商人事安排；真主
党和“阿迈勒”运动则想继续把控财
政部长这一关键职位，不肯放权。

路透社报道，财长任命是阿迪卜
组阁遭遇的最大障碍。长期掌握这
一职位的什叶派不愿意“靠边站”，担
心阿迪卜身后的逊尼派夺权。

外交官出身的阿迪卜8月31日
获得任命后承诺，要听从法国建议，
打造一个由非党派专家组成的新政
府。而根据黎巴嫩实施多年的分权
制度，内阁职位由基督教派、逊尼派
和什叶派依照派别划分，某个部长职
位通常由某一派系长期控制。

按照美联社说法，黎巴嫩什叶派
不愿放弃财长职位与美国制裁也有
关联。美国政府近期制裁两名与真
主党关系密切的黎巴嫩高官，其中包
括一名前财长。

设在贝鲁特的卡内基中东研究
中心研究员穆罕纳德·哈格·阿里说，
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阻挠

阿迪卜组阁的另一个因素是11月初
的美国大选，他们可能想等美国总统
选举出结果后再从长计议。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8月
4日发生剧烈爆炸，导致至少190人
死亡、6500多人受伤。时任总理哈
桑·迪亚卜8月10日宣布政府集体
辞职。8月31日，奥恩授权阿迪卜
组阁。

黎巴嫩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公
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贝鲁
特发生大爆炸前，黎巴嫩因拖欠巨额
外债，陷入1943年独立以来最严重
经济危机。

国际社会原本承诺向黎巴嫩提
供数亿美元援助，但条件是黎巴嫩新
政府必须实行改革和反腐。由于黎
巴嫩组阁一再遇阻，这笔巨款迟迟没
有兑现。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9月26日，在黎巴嫩总统府，黎巴嫩候任总理穆斯塔法·阿迪卜（右）会晤
总统米歇尔·奥恩。 新华社发

以色列官员26日透露，以方接
受美国斡旋，准备下月与黎巴嫩政府
就长期以来的海上边界争端开启直
接谈判。双方都期望谈判结果有助
于各自推进离岸天然气资源开发。

美联社报道，这名官员以匿名为
条件透露，鉴于新冠疫情风险，以色
列、黎巴嫩和作为调解方的美国三方
代表届时可能经由视频会议谈判，以
色列能源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将领
衔以方代表团。目前黎巴嫩方面尚

未证实这一消息。
以色列与黎巴嫩均坚持一片大约

860平方公里的地中海海域应归入本
国专属经济区范围。近年勘探发现该
争议海域蕴藏丰富天然气资源，双方
都希望能够加以开发利用。美国外交
官近年积极为两国“牵线搭桥”，希望
促成双方直接谈判、解决争端。

美联社推测，一旦以黎决定直接
谈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
会“庆贺”其在促成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巴林与以色列建交以外，帮助中
东地区取得又一“外交突破”。

以色列和黎巴嫩未建立外交关
系，双方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以
色列与美国视黎巴嫩主要政治派别
真主党为“恐怖组织”，而黎巴嫩真主
党从创建之日起即视以色列为敌。

黎巴嫩1975年至1990年发生
内战，以色列趁机于1982年入侵黎
巴嫩，并占领黎巴嫩南部一带直至
2000年。在伊朗和叙利亚支持下，

黎巴嫩真主党1982年成立，并发展
成抵抗以色列侵略的主力军。以色
列与黎真主党2006年爆发大规模军
事冲突，持续一个月。真主党实力后
续壮大不少，当前是黎巴嫩执政联盟
成员，被以色列视为“最紧迫的军事
威胁”。

美国《犹太新闻》周报25日报
道，黎巴嫩已同意就海上边界争议与
以方谈判，可能在以色列10月2日
至9日犹太“住棚节”之后启动，地点

可能在黎巴嫩南部一处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基地。报道说，真主党
方面并未反对这一决定。

报道说，以方原则上同意争议海
域按58：42比例划分，黎方占较多一
头。《犹太新闻》推测，黎巴嫩首都贝
鲁特港口发生特大爆炸事件后，该国
政治和经济危机加深，使该国在与以
色列就边界争端直接谈判的立场上
展现更大灵活性。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以色列拟下月与黎巴嫩就海上边界谈判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27日在两
国有主权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地区激烈交火，相互指责对方
挑起冲突。

阿塞拜疆 夺取多地

阿塞拜疆国防部发言人 27 日
说，当天上午6时左右，亚美尼亚军队
在纳卡地区两国军事对峙前线地带

“密集炮击”阿塞拜疆军队阵地和居
民区，致使军人和平民死伤；阿塞拜

疆军队予以反击，以“压制敌军挑衅，
确保平民安全”。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
居民大多是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
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争夺纳
卡开战，亚美尼亚占领纳卡地区。两
国1994年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但武
装冲突时有发生。

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
夫在电视讲话中说，面对亚美尼亚“又
一次军事挑衅”，阿军在“阿塞拜疆领
土”作战，“事业正义、必将获胜”。

阿国防部当天晚些时候说，阿军
已经夺取纳卡地区6座村庄和“多处
战略高地”，摧毁亚美尼亚12套防空
装备；阿军一架武装直升机遭击落，
机组人员幸存。

亚美尼亚 全面动员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
2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阿塞拜疆
向“斯捷潘纳克特市等居民区”发动
导弹袭击和空袭，亚美尼亚“击落（阿

塞拜疆）两架直升机和三架无人驾驶
飞机，摧毁三辆坦克”，将继续“保卫
祖国免遭阿塞拜疆入侵”。

斯捷潘纳克特市是纳卡地区最大
城市。受亚美尼亚承认、但不为国际
社会接受的纳卡地方政权否认阿塞拜
疆军队夺取6处地点，宣布实施军事
管制、“全面动员18岁以上的人”。

亚美尼亚内阁随后宣布全国军
事管制、全面动员。帕希尼扬呼吁

“所有附属于军方的人到他们（所属）
的领土军事委员会报到”。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位于南高
加索地区，曾经是苏联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欧洲联盟、法国和德国呼吁
这两个邻国立即停火。土耳其向阿
塞拜疆表达支持。

帕希尼扬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说：
“南高加索处在全面军事对抗的边缘，
可能产生最不可预测的后果。后果可
能蔓延到这一地区以外，规模更大，威
胁国际安全与稳定。我呼吁国际社会
尽一切可能阻止土耳其介入。”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西亚突发战事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争议地区交火

朝鲜警告韩方
立即停止侵入朝方领海行为

新华社平壤9月27日电（记者洪可润 江亚
平）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27日发表公报，要求
韩国立即停止以搜索为由擅自侵犯朝鲜半岛西
部海域海上军事分界线，以防“不愉快事件”再
次发生。

公报说，朝方25日就当前朝韩关系中不应发
生的“不愉快事件”进行调查，并向韩方通报事件
经过。但据朝鲜人民军海军西海舰队通报，自25
日以来，韩方出动大批舰艇和其他船只进行海上
搜索，并入侵朝鲜水域。韩方此举可能导致“不愉
快事件”再次发生，引起朝方警惕。

公报指出，朝方不介意韩方在韩方领海进行
任何搜索行动，但绝不会对入侵朝鲜领海行为视
而不见，并对此提出严正警告。“我方要求南方立
即停止会引发新一轮紧张局势的擅自侵犯西海海
上军事分界线行为。”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一名渔业指导员22日
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小延坪岛附近海上执行公务
时失踪，后证实已遭朝鲜军方枪杀。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25日表示，韩方收到朝鲜有关通报，朝方在通
报中就这名韩国人遭枪击身亡事件做了解释。

俄罗斯一架轻型飞机坠河
造成2人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9月27日电（记者李奥）俄罗
斯紧急情况部27日说，一架轻型飞机在下诺夫哥
罗德州坠入伏尔加河，事故造成2人死亡。

俄媒体援引俄紧急情况部的声明说，该部门
当天下午接到消息，一架轻型飞机在下诺夫哥罗
德州克斯托夫斯基区坠入伏尔加河。初步结果显
示，事故造成2人死亡。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9月26日，一名男子在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
的客车翻车起火事故现场查看。

巴基斯坦警方26日说，一辆原计划从信德省
海得拉巴市前往卡拉奇市的客车当晚在高速公路
上出现机械故障后翻车起火，造成13人死亡、7
人受伤。由于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有可
能上升。 新华社/法新

巴基斯坦一客车翻车起火
20人死伤

黎巴嫩候任总理放弃组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