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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崇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代码
91469027760371541F），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谢稚涵于2020年9月20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460103199903041
833，声明作废。
●林望琼遗的准迁证，证号：琼
00545853，声明作废。
●洋浦瑞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0915505，声明作废。

●吴二龙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本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8636
号，声明作废。
●澄迈才存益民畜牧养殖专业合
作社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昌江民意宝真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61918973，声 明 作
废。
●白沙七坊菁菁杂货店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30600063371，声明作废。
●海南易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南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20001646001，声明作废。
●吴二龙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本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8636
号，声明作废。
●王纪飞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A4
栋705房《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
接单》一张，票据号为：0003082，
金额430元，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才存益民畜牧养殖专业合
作社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海利新食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D1DA9T）遗 失
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会议通知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海口津

海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

7月15日成立了清算组，并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发布

注销公告及债权人公告，拟定于

2020年11月20日在天津市和平

区湖北路22号方通集团会议室召

开股东会议，会议内容：注销海口津

海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冯

勇杰，联系电话：13920240156

●李先坚、张宗福遗失文昌市建筑
工 程 许 可 证 （ 编 号
4690052018112622801）住 宅 楼
的原报建文本、存档资料文件，特
此声明。
●曾桂珠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
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A03区D6-
401号的房产证，证号：陵房权证
陵水字第20121981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婚纱摄影行业协会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亿圣和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18507201，账 号 ：
2201021909200092031，声明作
废。
●海南实验外国语学院民办非企
业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600004282037226）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李志宇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一组团 5#
1208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028512，金额:20220 元，声明作
废。
●海南省武术协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4600005038622949，声明
作废。
●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刘清云律
师于2020年11月3日遗失了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为 14601201710411309，
流水号为10716167，现声明作废。

特别公告
中城汇日月湾（海南）冲浪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及相关单位与个人：鉴
于（2015）鄂民二初字第00007号
民事判决，最高法院已经撤销，位
于万宁市日月湾高速公路北侧89
亩土地使用权（原土地证号为854
号）属于我公司所有，湖北省高级
法院已经查封，并在为我公司执行
回转。故此，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非法占有、使用、处分。

海南一桥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4日

声明
一、海南省科学院2020年11月1
日前所有任命终止履职，如工作需
要，海南省科学院重新任命。二、
海南省科学院2020年11月1日前
所有聘任终止。三、海南省科学院
从未授权(除法人外)任何人对外签
订任何法律文书。

海南省科学院
2020年11月4日注销公告

洋浦宇顺航空燃料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内来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昌江十月田进全猪苗店（注册号
469031600020654）拟向昌江黎
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热岛保护海洋海岛志愿者
协会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协会办理事宜。

●李尤民（460104198811150938）
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一份，现场编号：Y55，登记编号：
327，声明作废。
●王伟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证
号：琼246161708879，特此声明。
●吴忠健不慎遗失驾驶证，证号：
WN11000345,特此声明。
●海南职业外语旅游学校由于公
章破损，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名门宝贝幼儿
园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 号:JY34690281159107，声 明
作废。
●邓连文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 为:460034198103140512，特
此声明。
●万宁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68115316-7，声明作废。
●海南省旅游工艺美术品协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3240768965，声明作废。
●三亚南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20001646001，声明作废。
●王纪飞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A4
栋705房《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
接单》一张，票据号为：0003082，
金额43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减资注销

项目询价公告
兹有海口会展工厂管理有限公司

《门禁管理系统项目》，向社会公开

询价，诚邀有承接能力的供应商报

名参加。获取询价文件截止日期

2020 年 11 月 4日 17 点前，联系

人：许工、电话：13907697951。

公告
各有关单位：

为优化我市营商环境，盘活社会资

金,助力自贸港建设，我支队决定

再次开展我市历年存储的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清理清退工作，请已完

工项目（有竣工验收报告或没有竣

工验收报告但已实际交付使用一

年以上）且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

或发生拖欠后已及时解决的工程

项目企业，尽快提交工程项目竣工

验收资料和退款申请等相关材料

到我支队申请退还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 (联系人：黎女士；电话：

23333226 23320779)

儋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2020年11月4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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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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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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8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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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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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英宝源花园小区铺面招租
两层面积约 2650m2。停车位充
足。可作商铺、仓储、办公。可分
租。电话：13036030095

商铺出租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供 求

招租

海甸岛四东路民生大厦

整栋招租，价格面议，联系人：

蔡先生18889271930

王女士15289965262

广告·热线：66810888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吴淑宁身份证号：460004197903100014

2008 年 01月 01日入职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从事发行
业务员工作，于2012年01月01日，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因
你自2020年9月19日以来，已连续旷工超过15天，严重违反我
司与集团规章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点、《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考勤管理暂行规定》《发行中心考勤管理规定》等
规定，现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自2020年
11月6日起终止，即日起你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与我司无关。

特此通知。
联系人：王方，66810745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项目验收公告
海南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海南保亭闽保南药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丰兴精

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悦途信息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省金岛制药厂、海口华
仕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亿林光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琼中森富松香加工厂
有限公司、海南奥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宏达抛光磨料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及海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相关办法，你们承担的本机关科研
项目（详见附表）应当在项目完成后接受本机关验收。但是，你们在项目实施
期结束后，未按照规定向本机关提交项目验收材料，导致上述项目至今未验
收。因此，本机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海南省科学技术厅科研项目验收通
知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海南省科学技术厅科研项
目验收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验收通知书依法送达后，拒不配合验收工
作的，本机关将依据国家及海南省相关规定，对你们作出相关行政处理决定。
特此公告！本机关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89号

联系人：王学良 联系电话：089865370256，13876452306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11月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目名称
互联通信彩铃超市系统
长春花鲜草提取系列生物碱新工艺项
目
微型零件铣方机的研发与制造
海南国际旅游岛卡增值服务平台及系
统建设
强稳定性青霉素V钾片
国家三类新药布洛芬及其注射剂的研
制开发
新型防水 PC（polycarbonate）管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灯
新型脂松香设备和生产工艺研究
低温错峰储能变频恒温节能技术
新型纳米级黑刚玉抛光磨料的研发

项目承担单位
海南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保亭闽保南药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丰兴精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悦途信息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金岛制药厂

海口华仕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亿林光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琼中森富松香加工厂有限公司
海南奥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宏达抛光磨料有限公司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应验收未验收科研项目信息表

嘉积城区城北控规地块CB-C0501、CB-C0502局部用地规划
条件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嘉积镇泮水发石
岭，用地面积15765m2。现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规划控制指标。
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
示时间：30个工作日（11月4日至12月15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
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
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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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3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地块CB-C0501、CB-C0502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商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嘉积镇豪

华路，用地总面积为4142.49平方米，公司现申报二期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二期申报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4594.24m2（计容
建筑面积 4342.23m2，容积率 2.00，建筑密度 44.98%，绿地率
25.28%。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1月4日至11月12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
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
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
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3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豪华商业街二期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海口市江东新区东寨新居二期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紧临
东寨港大道，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91999.08㎡（约 138亩），总投资约
108571.17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项目临时用电工程设计及预
算编制、监理单位（容量约1800KVA），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含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业绩等）的形式报至
我司工程部。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
联系人：邢工 电话：18789675726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4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
东寨新居二期临时用电工程设
计及预算编制、监理单位的公告

昌江县和悦家园商铺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ZX202011017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昌江县保障性住房和悦家
园39套双层商铺。

一、项目概况：本次转让的39套双层商铺位于昌江县石碌镇
昌江大道保障性住房和悦家园首层，商铺对面为首都师范大学昌
江木棉实验学校及芒果幼儿园。商铺现状为毛坯，布局上下两
层。详情如下：

二、公告期及竞买保证金：2020年11月4日至2020 年11月
18日。每套商铺竞买保证金为50万元，公告期内须到达海南产权
交易所指定账户。

三、报名方式：
公告期内前往海南产权交易所或直接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www.hncq.cn）“昌江和悦家园39间商铺转让项目专栏”办理报
名手续。公告期截止前三天（11月16日至11月 18日）也可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财政局一楼办理报名手续。

四、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查询。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联系人：郭先生
（66558026）、孙女士（66558010）、李女士（66558023）。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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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楼101号
1号楼102号
1号楼103号
1号楼104号
1号楼105号
1号楼106号
1号楼107号
1号楼108号
1号楼109号
1号楼110号
1号楼111号
1号楼112号

126.25
189.38
189.38
189.38
224.71
223.57
189.48
169.18
185.94
124.06
189.14
129.97

112.6529
167.4309
167.4309
165.8022
194.7786
193.7905
165.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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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楼113号
1号楼114号
1号楼115号
1号楼1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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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楼101号
4号楼102号
4号楼103号
4号楼104号
4号楼105号
4号楼106号
4号楼107号

181.15
189.28
189.28
189.28
189.28
189.28
189.28
189.28
189.28
163.52
129.92
2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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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楼109号
4号楼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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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楼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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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楼104号

189.28
189.28
189.28
189.28
217.5
204.05
134.54
134.54

165.7146
165.7146
165.7146
165.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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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802
117.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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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楼101号
9号楼102号
9号楼103号
9号楼104号
9号楼105号
9号楼106号
9号楼107号

138.97
138.97
223.13
250.4
134.49
134.49
105.28

124.0446
122.8495
195.3057
217.0467
116.5759
116.5759
92.1305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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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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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划发布

新能源汽车将迎哪些变革？
近日，特斯拉在中国制造的Mod-

el 3首次从上海启程出口欧洲，这距特
斯拉在上海临港的超级工厂开工不到两
年。上海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国产化率
不断提高、产能进一步提升，是新能源汽
车产业开放合作的写照。

随着全球范围内汽车产业电动化转
型进程加快，国际汽车企业不断加大对
华投资合作，有效推动我国配套产业链
的完善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也
在竞争中提升了技术水平和整体实力。

辛国斌说，按照我国进一步扩大开
放的统一部署，2018年取消了专用车、
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
了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将取消
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和合资企业不超过
两家的限制。

“全面放开后，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竞争必然更加激烈，兼并重组、优胜劣汰
进程可能会加快。”辛国斌说，行业企业
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加快提升创新能
力。“我们将把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共同维护全球汽
车供应链稳定畅通，以高水平开放促进
高水平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记者张辛欣）

《规划》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
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辛国斌认为，这一引导性目标，主要基
于绿色发展和产业实际两方面考虑。

他说，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不少国家通
过加大投资和补贴以及出台排放要求等拉动产业发展，并提
出较为积极的车辆电动化目标。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具
备较好基础，行业专家预测新能源汽车购买成本有望在2025
年左右与传统燃油汽车大致持平。综合考虑产品供给能力、
市场需求空间等因素，经测算分析和征求各方意见，《规划》提
出这一引导性目标。

当下，新能源汽车在购买成本、充电便利性等方面与传统燃油
汽车相比还有差距，市场基础并不十分牢固。

辛国斌说，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牵引和推动“双向”发力，供给
和需求“双侧”推进。在需求侧强化政策引导，出台新能源汽车使
用环节优惠政策等。

切实解决“充电难”是其中之一。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孙光
奇说，中央财政从2014年起对地方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奖
励，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奖补政策。

“截至9月，全国累计建设充电站4.2万座，各类充电桩142万
个。”辛国斌说，既要把现有的桩利用起来，也要加大建设，加快换
电模式推广。“车电分离会使车价明显下降，也会催生出新业态，比
如可能会有专门的‘电池银行’、电池运营公司，也许未来换电会如
叫快递一样简单。”

《规划》提出，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的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

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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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体系的全面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大
势所趋，也是新动能的重要支点。当前，全球汽车产业处在大变革时
代，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不仅意味着抓住变革新机遇，更关系着掌握
发展主动权。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政策支持与创新推动下，我国新能源汽
车快速发展，产销量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产业链上下游基本实现
贯通。但也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建设仍显滞后
等突出问题。在产业变革机遇面前，迫切需要提前谋划、系统布局。

“《规划》是我国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又一纲领性文件，对
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辛国斌说，《规划》明确了提高技
术创新能力、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
施体系、深化开放合作5项重点任务，全面提升竞争力。

技术是其中关键。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秦勇认为，《规划》充分
体现“自主创新是根本、融合发展是关键、开放合作是途径”，延续并深
化了之前研发布局，坚持整车和零部件并重，特别提出实施电池技术
突破行动。

10月29日，蔚来汽车当月第5000辆量产车型下线；10月20日，
第10000辆小鹏P7汽车下线……诸多新能源汽车厂商抓住智能化
趋势，不断推进产品升级。

秦勇说，《规划》在之前以“电动化”为主基础上，拓展了网联化和
智能化内容，瞄准大方向和大趋势。科技部还将重点支持电池等核
心技术、材料、工艺攻关，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支
持力度。

产业发展有其规律。辛国斌认为，《规划》提出构建新型产业生
态，旨在尊重产业规律，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主导
作用，激发活力与创造力。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 年）》，提
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
销售总量的20%左右，到
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
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并从多
方面提出一系列支持举措。

风口之上，新能源汽车
产业将迎来哪些变革？3日
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工信部、科
技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作
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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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西安新能源产业基地汽
车总装生产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