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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乐光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连小龙）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刘伟锋不慎遗失军官证，证号：
军字第0644101号，声明作废。
●海南海旭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证书
编 号 ：商 境 外 投 资 证 第
4600201200030号，声明作废。
●殷玉英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田边
路62号的房产证，证号：5325，声
明作废。
●海南微盟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4600171320，发票号码：
26694654、2669465，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原生原心饮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7MA5T2RUK1P，声
明作废。
●宗晓新遗失三亚海云家园 4-
12B08购房契税、维修基金收据，
编号：20162420、20162421，声明
作废。
●东方东海邦科广告工程工作室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东方支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3709601，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美良中心幼儿园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410001581101，声明作废。
●临高县美良中心幼儿园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36393601，声明作废。

公司更名公告
自2020年11月1日起，“海南省农

垦金鼎实业发展总公司”更名为

“海南省农垦金鼎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海南省农垦金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公告
自2020年11月1日起，“海南省农

垦金龙物资实业总公司”更名为

“海南省农垦金隆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金隆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公告
自2020年11月1日起，“海南农垦

木材公司”更名为“海南农垦木材

有限公司”。

海南农垦木材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公告
自2020年11月1日起，“海南省农

垦商贸实业总公司”更名为“海南

省农垦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公告
自2020年11月1日起，“海南省农

垦第一物资供销公司”更名为“海

南省农垦亿供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亿供实业有限公司

●儋州那大嘉程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0001105，声明作废。
●刘亚森遗失船名琼万宁26057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号码:万
宁 渔 政 管 理 站 (2007) 第
YQ000188号，声明作废。
●刘亚森遗失船名琼万宁26057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号码:万宁
渔政管理站(2007)第 YD000188
号，声明作废。
●刘亚森遗失船名琼万宁26057
渔业捕捞许可证，号码:万宁渔政
管理站(2007)第HY000057号，声
明作废。
●万宁玉丰环保灰沙砖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珑升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9007MA5T5BBA13，声
明作废。
●儋州市王五镇总工会遗失法人
资 格 证 书 一 本 ，统 一 代 码 ：
814690030563693337，声明作废。
●张月亭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东
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
园二期12幢住宅楼17A13号的房
产证，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203695号，现声明作废。
●本人刘金琴于2012年签订了五
指山市锦绣花园经济适用房买卖
合同，现合同不慎遗失，合同编号
为172101，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关丽芳拟继承李炳恒遗留的位于
海口市龙华区苍峄路26号电力明
园小区3栋810房 (项下权益)，自
本公示发布日起七日内如有利害
关系人有异议，可向我处提出，电
话68563965，钟公证员。

迁坟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清水湾景
区碧晴度假城项目（东至清水湾2
路，南临清水湾大道，西至万福村，
北临天堂村委会征地返还留用地）
因开发需要，项目内坟墓需要搬
迁，经英州镇天堂村委会多次核
查，目前项目内存在两座坟墓无人
认领，现登报公示，在10日内坟主
需到该村委会办理坟墓搬迁手续，
如没有，则以无主坟处理搬迁至英
州镇公墓地，特此公示。

英州镇天堂村委会
2020年11月5日

声明
海南秀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90070757126431）公章
遗失，即日起作废。后续如有持旧
公章的相关文件，均与我公司无
关，同时我公司将追究相关单位或
个人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20年11月13日

10：3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一台柳工装载机和一台鑫茂重

工装载机。参考价为4.17万元/整

体，保证金为1万元/整体。有意

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本公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68559156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海南新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 证（正 本 、副 本 ，代 码 ：
56243262）、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正本、副本，编号：工法证字第
21230104号）、工会法人法定代表
人证书（编号：21230104）、工会法
人章、工会法人印鉴章和工会公
章。现声明作废。
●袁均胜于2020年11月2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460030196711025
417，声明作废。
●黄国卿遗失座落于定安县定城
镇官娘脊西路东侧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定安国用（2014）第133
号，声明作废。
●海南一九堂药品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文昌东路分店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琼CB1305082（合），声明作废。
● 李 云 强（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4196803067211）不慎遗失
海南雅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具
的 A0901 区 5 号楼 b 单位 15 层
1502号房购房收据，编号雅海旅
0001787，金额 336433 万元房款
收据一张；编号雅海旅0003086，
金额780000元房款收据一张，特
此声明作废。
●大华西海岸第二届业主委员会
公章，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拍卖公告 清算公告
万宁市常春藤幼儿园位于万宁市

马坡思源学校对面，于2020年10

月20日申请举办者变更，请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我园申报债权债务。联系

人：崔小姐，电话19989117771，邮

箱：350104237@qq.com。

万宁市常春藤幼儿园清算组

2020年10月23日

附清算组成员：组长：刘成秀

组员：叶崇斯、韩振友、李朝玉、李

杏、崔菊敏、刘诗妍

清算公告
万宁市大茂镇宝宝乐幼儿园位于

万宁市大茂镇大联村委会，于

2020年 11月 4日申请举办者变

更，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我园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张小姐，电话13807547910，

邮箱：1160354437@qq.com。

万宁市大茂镇宝宝乐幼儿园清算组

2020年10月5日

附清算组成员：组长：张娟

组员：张娜、张开欣、张敏、符政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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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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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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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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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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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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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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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实习生 陈燕

11月4日，距离一年一度的“双
十一”还有一周。海南日报记者注意
到，商家买家都已“摩拳擦掌”，线上
线下一片热闹。商家促销热潮一浪
高过一浪，买家购物热情一波接着一
波，把气温清冷的11月过出了热气
腾腾的模样。

线上促销形式多

4日下午，在春光食品天猫旗舰店
主页，“天猫双十一来啦”“椰味狂欢”
的醒目大字瞬间抓人眼球，主播正热
情饱满地直播上架的89款产品，并不
时回应直播间的弹幕：“哪个套餐更划
算？”“什么时候能发货？”查看页面可
知，该店付定金最多减40元，11月4
日至11日每天还限时秒杀代金券。

“离开海南两年了，特别馋海南

特产，尤其是黄灯笼辣椒酱和椰子
糕。”曾在海南上大学的河北姑娘曾
丹丹早就瞄准“双十一”准备采购一
批“海南味道”。

在自家的天猫旗舰店，海南护肤
品牌寻荟记也推出了满减、满赠等多
种促销优惠。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在 11月 1日第一波优惠活动开始
后，该店的一款主打产品在一分钟内
就售出了6万支。

对于海口市民蔡先生而言，运
动装备是他每年“双十一”必抢单
品，“专门守到了11月1日凌晨，零
时30分开买时间一到立马下手，钱
包立马缩水2000元。”稳、准、狠是
蔡先生信奉的抢购秘诀，饶是如此，
由于竞争者众，他还是“痛失”了一
双爆款球鞋。

根据天猫数据显示，2019年“双
十一”当天海南消费者总共花了15
亿元，企业销售额达2.2亿元。“从我

和身边朋友的购物车来看，今年花的
钱只会比去年更多。”蔡先生笑道。

线下优惠折扣大

商场、商超、品牌店等线下企业
也纷纷搭上了“双十一”促销“快车”。

4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
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只见许多柜台都
摆出了折扣活动的招牌。天津游客
孟凡半小时前刚刚在免税店里以七
折价格入手了两款奢侈品手袋，正准
备去护肤品柜台继续“扫货”，“多买
几件还能打折！”

“两折起！0定金无套路！”4日
晚，位于西海岸的远大购物中心里比
往日更加热闹：某品牌卫衣原价728
元，折扣价 291 元；夹克原价 4699
元，折扣价 2819 元；跑鞋原价 399
元，折扣价119元……不少人为此专
程赶来。

“五折，划算！”刚在某品牌店内
买下3条裙子的海口市民王妍霏说，
今年“双十一”她不再只盯着线上，而
是趁着下班和周末把目标品牌店的
折扣都研究了一遍，“有的比网上还
便宜”。

当晚热闹的还有大润发国贸店，
20时10分许，店内还是熙熙攘攘，一
排排货架贴着许多折扣标签：牛腱子
肉一斤不到30元，3千克装的洗衣液
不到46.9元，买满90元还能减15元
……店内售货员表示，11月1日至7
日，大润发门店的食品、日用品、服饰
等多种品类的多款商品都可享受五
折优惠。

消费仍需更理性

“无论活动规则如何变化，最核
心的要素还是价格。”海南省电子商
务协会相关负责人吴丁认为，“双十

一”之所以能够多年不衰、越办越旺，
在于其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实惠，而在

“双十一”竞争中，线上、线下在价格、
体验、保障等方面各有优势，不会互
相取代。

“在多种活动刺激下，消费者更
容易冲动消费，购买超过实际使用需
求量的商品。”针对今年的“双十一”
购物潮，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提醒，广大消费者应理性购
物，多渠道比较商品价格情况，谨防
落入个别商家虚构原价、先提价后打
折等消费陷阱。

“消费者应注意保存购物凭证，以
备出现消费纠纷时，有充足的证据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该负责人表示，在
网购过程中发生消费纠纷时，消费者
可先行与经营者或交易平台协商解
决，也可通过12345、12315等渠道投
诉举报，请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协助解决。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

“双十一”临近，海南商家齐齐推出各项优惠活动

线上正发力 线下先出击

海口挂牌出让两宗土地
6房企竞买红城湖棚改片区地块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李小妹）11月4日下午，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挂牌出让两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总面积约合
44.67亩，成交总价为6.27余亿元。其中，海口市
红城湖棚改片区地块以6.16亿元成交。

地块一位于海口市狮子岭工业园，土地面积
约24.47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期为50
年。该宗地成交后将用于开发建设食品加工项
目，由海南粮全其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竞得。

地块二位于海口市红城湖棚改片区，面积约
20.2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含30%商务
金融用地），投资方将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单体
装配率不得低于50%。此外，投资强度指标设定
为不低于每亩500万元。该地块共计有6家房企
参与竞买，由绍兴惠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成
交价61604万元竞得。

随着红城湖棚改片区改造的推进、红城湖公
园的改造升级，该区域居住和商业条件明显改善，
品位优势已经凸显，备受国内岛内企业家、居民关
注。本次挂牌出让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改片区项
目，将进一步助力红城湖片区的居住和商业环境
提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城市更新。

11月5日至12月31日

在海口买车并上牌
可获3000元补贴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张期望）11月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商务局获悉，为加快推
进汽车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拉动汽车消费增长，
11月5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海口汽车销售企
业购车并在本市上牌的燃油及新能源家用小客车
可享受每车3000元补贴。

目前，海口正制定《海口市汽车消费补贴实施
细则》，并将在近日内公布实施。根据补贴方案要
求，可享受补贴汽车为含7座及以下汽车，皮卡及
商用车不在补贴范围内，补贴时限以购买汽车开
票时间为准。据了解，该补贴政策是海口落实《海
南省促消费七条措施》之举，旨在拉动海口市汽车
消费增长，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

《海南省促消费七条措施》明确，我省将进一
步优化小客车指标配置，适量增加普通小客车摇
号指标；适当放宽在海南省已购房人员及经省“两
重一大”会议和省、市（县）招商工作联席会议审议
通过的企业购车限制。鼓励销售企业加大促销力
度，对全年销售增速超过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销售额前10名的海南省限额以上汽车销
售企业，每家给予20万元促销活动资金补助。

■ 本报记者 袁宇

“马上就是‘双十一’，我们已进
入备战状态。”11月4日10时许，海
南日报记者来到位于万宁兴隆热带
花园中心驿站的小洋侨科技有限公
司时，该公司负责人王天巳正组织员
工启动“双十一”促销活动。

该公司的网络店铺上，“双十一”
期间推出的新产品——限量挂耳咖
啡一经上架，马上就有消费者购买，
其中不乏广州、上海、西安等地的消
费者。

成立于2019年的“小洋侨”是兴
隆咖啡的“新鲜血液”，凭借主打时尚

元素的咖啡及周边产品，如今在天猫
平台上已有过万“铁粉”。

事实上，“小洋侨”只是兴隆咖啡
遇上“互联网”发展的缩影。近年来，
兴隆咖啡主动触网玩出不少“新花
样”，也迎来了新发展。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国内咖
啡的网络搜索量和销售量开始有明
显增长。仅今年网络上就有上千个
新的咖啡品牌，产生了上百种网红
产品。”王天巳此前在巴西从事咖啡
贸易，在兴隆创业前进行了两年多
的市场调研，“年轻人正越来越成为
咖啡市场主力，抓住他们就是抓住
了未来。”

为此，王天巳从产品包装设计、
口味、售后等各个角度进行打造，希
望能满足年轻客户群体的消费需求。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小洋侨”咖
啡的包装十分讨喜，以海南孔雀雉为
代表符号，穿插鹧鸪、椰树等海南元
素，结合蓝、绿、黑等色彩。咖啡外包
装则是以铝膜制成，颜值出众、质感
突出。

“我们想做一款时尚咖啡，成为
客户群体精致生活的一部分。”王天
巳透露，除了外部包装的精心设计，
咖啡豆的选取及烘培方式也有不同，

“我们还会随产品附上咖啡小贴士，
以精致的信件讲述咖啡的故事，交流

咖啡的烘培方式及口味等等。让兴
隆咖啡形成一种潮流。”

从今年 3月到现在，王天巳对
网络流量与购买人群进行了分析，
广东、上海、北京的消费者数量分列
前三。“广东华侨多，对兴隆咖啡的
认知度高。上海客户喜欢精品咖
啡，北京客户偏向于精致消费，这三
个地区目前是我们的主要客户地。”
王天巳说。

“国内咖啡市场前景很好，我们
也想打造一个品牌。”王天巳说，为此
他们非常重视客户的产品体验，一方
面从生产、物流等各个环节，确保产
品质量，确保客户快速拿到产品，另

一方面通过会员制度及评价反馈制
度，汲取客户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王天巳还坚持做限量版的
精品咖啡，他说，“小洋侨”每个系列
产品都会推出精品咖啡，选用最优质
的咖啡豆，“由于兴隆咖啡种植还处
于较为原生态的状态，因此精品咖啡
豆都是限量的。目前在网络上，一个
账号只能购买两袋精品咖啡豆，一个
网店每月只能订5000份。

待到一周后的“双十一”，这份满
含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新鲜感的兴隆
咖啡，或将成为电商平台上的又有一
个爆款。

（本报万城11月4日电）

主动触网升级、紧抓潮流口味，兴隆咖啡备战电商狂欢

“双十一”里的海南好味道

琼海打击烟熏加工槟榔
本报嘉积11月4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杨时艾）11月4日，琼海市阳江镇联合该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镇派出所对辖区内违法烟熏槟榔作
坊依法开展拆除行动，共拆除5处传统烟熏槟榔
作坊71个黑灶。

据悉，10月28日，阳江镇在防御台风强降雨
工作中发现有拉运烟熏槟榔的可疑车辆，最终在
阳江镇老区村发现一处借助台风天气掩护进行烟
熏槟榔的加工点。11月3日，该镇联合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重拳打击，现场罚没烟熏黑
槟榔果2880斤。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当前联合
20多个职能部门，实行24小时巡查，全天候对烟
熏加工槟榔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对相关行为进行
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香蕉杆、甘蔗尾叶、菠萝皮、木薯
茎叶……这些农业废弃秸秆，在位于
儋州市木棠工业园区的海南盛旭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厂房里，经过发
酵、膨化等技术，加上不同科学配方，
加入有益的微生物搅拌而成的健康
饲料，将让动物吃得更健康。

11月3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在此举行热带反刍家畜发酵型全混

合日粮饲料发布会，中国热科院畜牧
研究团队与海南盛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海南省黑山羊产业协会等单位
开展合作，将热带反刍家畜发酵型全
混合日粮饲料产品推向市场。

近年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陆续出台，国家多部委在
2016年发起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
动计划，农业农村部明确到今年年
底将全面禁止药物饲料添加剂的添

加使用，大力发展“健康饲料”“健康
养殖”。

中国热科院畜牧团队研究员周
汉林表示，中国热科院畜牧研究团
队研发的热带反刍家畜发酵型全混
合日粮饲料，其使用海南特色农作
物秸秆混合热科院研究成果——高
产人工牧草进行发酵制成，使用微
生物发酵技术替代抗生素添加，配
方科学、饲养精准、绿色健康，饲料
转换率较其他反刍家畜日粮饲料提

升40%以上。
“由于海南甜玉米、木薯等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广，秸秆资源丰富。该
项产品利用玉米及木薯秸秆等废弃
物作为饲料原料，既减少秸秆焚烧的
污染，也节省健康饲料生产成本，有
效地解决了健康饲料产业中存在的
难题。”周汉林介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院长王庆
煌表示，下一步，该院将立足现有的
研究基础和优势，深入实施热带牧草

与热带畜牧科技工程，进一步协同国
内外相关科技力量，统筹各方资源进
行集成创新，加快推进热带健康饲料
新产品的研发，着力解决热区健康饲
料产业发展中的科技难题。同时深
入挖掘海南各类热带生物资源饲用
潜力，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程
度，缓解海南冬季饲料短缺压力。并
发挥黎药、南药等海南特色中草药的
优势，构建“海南健康饲料”开发利用
体系。 （本报那大11月4日电）

中国热科院创新研发健康饲料

废秸秆变成“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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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