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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办理
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人：郑
渊文 电话13907516268
特此公告

屯昌县扶贫开发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屯昌县对外贸易（集团)公司目前
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
人员劳动关系及企业注销，请所有
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
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回本单位申请登记。逾期
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特
此公告。联系人：孙志杰 联系电
话：18889609358陈 萍
联 系 电 话 ： 18689573288
18189754786

屯昌县对外贸易（集团）公司
2020年12月2日

公 告
屯昌县医药总公司，及下属：屯昌
县医药公司，屯昌县医药贸易公
司，屯昌县药材公司目前在进行企
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动
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
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
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
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
人:曾大敏 电话:15103021839
特此公告。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屯昌县信托贸易公司目前在进行
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
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
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
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

金鹿集团公告
现经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现将召
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暨持股会会员大会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会议时间：2020年12月
10日（星期四）上午9点；二、会议
地点：金鹿大厦八楼；三、审议议
题：1.《关于同意陈勋民股东出让
50万股股权的议案》；2.《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四、参
会人员：公司股东、工会名下持股
员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联系电话：65315505
特此公告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会

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我中心2005年11月尚有一笔药
款5000元整（原定安县结防所余
留账务）未支付给湛江市顺均药业
有限公司。望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与我中心联系，若期
限满后，未取得联系者，视为放弃
债 权 。 联 系 电 话 ：黄 会 计
15120704365。

定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屯昌县商业总公司目前在进行企
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动
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在
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债
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办
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联 系 人：赵经理
联系电话：13876676566

屯昌县商业总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叶倩文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东区
5栋803房华侨城·曦海岸项目认
购书，编号：0000452，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胡昌海快餐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1519087，声明作废。
●孙伟光购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G1-1栋601房 现遗失后
海温泉小镇G1-1 栋601房购房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CML000032954；声明作废。
●丁佳彬遗失警官证，警官证号：
武字第1472830号，声明作废。
●海南纳邦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发
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三家镇思轩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075787265611）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弘承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曾令凯遗失儋州信恒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
岛251栋2206号房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号 码 ：00875077，金 额:159635
元，声明作废。
●顾运涛遗失执业医师证，证号
110460100006876，声明作废。
●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三
亚湾新城水系河道排洪B3标工程
技术资料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西海
丽景制衣厂项目工程技术资料专
用章，声明作废。
● 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92304A部队工程技术专用章，声
明作废。

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
系人:陈宏洲电话:13876108153
特此公告。 屯昌县信托贸易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屯昌县对外经济总公司目前在进
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
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
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
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
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
人:林志德,电话: 18889823677
特此公告。屯昌县对外经济总公
司 2020年12月3日

●周杰明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号：201846000133，现特此声
明。
●吴汉君遗失道路旅客、货物运
输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46
0003198610152839，00015728。
声明作废。
●定安县富文镇金鸡岭欢乐幼儿
园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3442901，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五福卷门店公章、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万安大道亚妹综合商
行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
证号:460051180703，声明作废。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
海口海秀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2201021029234567808，核准号：
Z6410001142502，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跆拳道协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1469028MJY
310093W，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毛阳镇牙力第三经济
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龙程远、郑朝娜遗失文昌春良实
业有限公司开据的收款收据一张，
票号:8033723，金额为 8571 元，
声明作废。
●上海舶美船务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
废。
●文呈忠遗失旅客和货物运输从
业资格证，流水号:4600049694
证 号:46000719181121497X，声
明作废。
●东方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工会委
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7741203，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同创
碧海城·美兰海岸二期第一标段技
术资料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三亚
市凤凰路排水渠道工程第二标段
（B、C段）技术资料专用章，声明作
废。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近期不慎丢失机动车商
业保险保险单第一联(业务联)，流
水号 2000161290，现登报作废，
特此声明。
●凌衍俊工作中不慎遗失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证，证号：46183008，
特此声明。
●黎琼妹遗失护士毕业证，证书编
号 HN2015212030277，特 此 声
明。
●五指山新光明手机卖场遗失发
票 壹 张 ， 发 票 代 码 ：
201409180000，发 票 号 码 ：
2890788，金额50000元，声明作
废。
●光坡镇港坡村第二十四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新享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EH857U）遗 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戴瑞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口海甸岛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遗失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原
件，编号：海资规核字【2019】0130
号，特此声明。
●董志强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27#404房
（100000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7932340，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屯昌县纺织品公司目前在进行企
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动
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在
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债
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办
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特此公
告。联 系 人：曾经理；联系电话：
13976301618 屯昌县纺织品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屯昌县华侨特需商品供应公司目
前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
理人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
所有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
和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
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联 系 人：赵经理
联系电话：13876676566

屯昌县华侨特需商品供应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屯昌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目前在
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
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
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
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
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联 系 人：周经理
联系电话：13907519258

屯昌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公 告
屯昌县扶贫开发公司目前在进行
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
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
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

遗失声明
南方经贸租赁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分行与三亚恒森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关于三亚洛克铂金海景酒店项
目签定的《三亚市商品房预售资金
监 管 协 议 》，监 管 账 号 ：
46001005143052500093，对应的
监管协议我公司保管不慎丢失原
件一份，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菲凡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黎斌）
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倍而快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张奎），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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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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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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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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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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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声明
委托人黄梅与被委托人张飞（身份
证号：412728198708153815）于
2020年11月26日签署的委托办
理坐落于海口市金垦路58号金牛
生态小区A1-605房不动产事项
的授权于见报之日终止，并声明该
委托书作废。

声明人：黄梅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17-2地块的规划指标。为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

天（2020年12月2日至2020年12月31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
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
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
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
17-2地块规划条件修改论证技术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
锦山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08地块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为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1月1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锦山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D-08地块局部用地控规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2月1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做好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
施有关工作，维护自由贸易，拓展合作
共赢新空间；通过《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草案）》。

会议指出，近日在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上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成员国共同应
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推动区

域内自由贸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增
进相关国家人民福祉，对于促进我国
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协
定成员国，我国要以自身行动积极推
动协定落地生效，这方面有大量紧迫
的工作要做。会议要求，有关部门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实责任，
对照协定明确任务分工和时限，尽早
完成协定生效实施的国内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加快完成
国内核准程序，推进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投资、自然人移动等领域开放，
推进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知识
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务、政府
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
面实行更高标准规则。二是针对协定
实施后区域内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
量整体上将达 90%等，要在关税减
让、海关程序简化、原产地规则技术准
备、产品标准统一和互认等方面，抓紧
拿出实施协定的措施，对快运、易腐等
货物争取实现6小时内放行。协定中

服务贸易总体开放承诺显著高于成员
国间现有自贸协定水平，要按照我国
对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
养老服务、专业设计、建筑等诸多服务
部门作出的新开放承诺，逐一落实开
放措施。落实投资负面清单承诺，清
单之外不得新增外商投资限制。兑现
首次在自贸协定中作出的知识产权全
面保护承诺，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
志、专利、遗传资源等全部纳入保护范
围。落实电子认证和签名、在线个人

信息保护、网络安全、跨境电子方式信
息传输等条款。三是抓紧梳理完善与
协定实施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协定
规定的约束性义务执行到位，确保国
内行政措施和程序合规。四是面向地
方、商协会和企业加强协定实施宣介
培训，使各方面尤其是广大企业熟悉
和掌握协定规则，全面认识更大范围、
更高标准开放与竞争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拓展合作发展
空间。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做好RCEP生效实施工作

香港将要求现职公务员
一次性宣誓或签署声明
拥护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新华社香港12月2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
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2日表示，要求全体公务员
一次性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区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相关准备工作已经接
近尾声。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国
嫦娥五号探测器1日成功着陆月球，
并传回着陆影像图。对此次任务持
续关注的海外各界人士、媒体等纷纷
对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再次迈出重
大步伐表示祝贺，并相信中国将在太
空探索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俄罗斯航天集团公司负责国际合
作事务的总经理萨韦利耶夫1日专门
向中国方面发贺信，祝贺嫦娥五号探
测器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贺信说，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
是中国航天领域的一个历史性大事
件。研究月球是世界多国在航天领域
的优先发展方向，俄罗斯和中国在这
一领域经常讨论发展合作关系。

欧洲航天局1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向中方表示祝贺，并表示目前欧航
局正在用其跟踪站网络为嫦娥五号提
供支持。此前嫦娥五号发射成功后欧
航局曾连续三天在社交媒体点赞中国
这一探月任务，同时表示欧方也为此
次探月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这展示
了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日本媒体2日援引了多家中国媒
体有关嫦娥五号成功落月的报道。日
本共同社2日报道说，中国正在加强
太空开发，也有意开展载人登月和月
球基地建设工作。日本时事社2日在
报道中评论说，嫦娥三号、四号、五号
探测器相继成功着陆月球，中国正切
实朝着成为“航天强国”的目标前进。

海外祝贺中国“嫦五”落月成功

全国进口冷链食品
追溯管理平台上线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赵文君）记
者2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全国进口冷链食品
追溯管理平台建成并上线运行，目前接入平台试
运行的9个省（市），冷链食品首站进口量占全国
90%以上。

据介绍，该平台基本实现从海关入关到生产
加工、批发零售、餐饮服务的全链条信息化追溯，
可在线上排查、精准管控、现场处置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市场监管总局1日召开加强进口冷链食品追
溯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对食品进口商、生产经营企业、食用农产品批发
市场、商场超市、生鲜电商、餐饮企业等进行全面
排查，企业自建冷库、第三方冷库年底前实现全覆
盖备案。

严格进口冷链食品从口岸到境内生产、流通、
销售全程防控，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没有核酸检测
报告、没有消毒证明、没有追溯信息的，不得上市
销售。

加大对来源不明、相关票据不全的进口冷链
食品查处打击力度，指导生产经营者对进口冷链
食品实行专用通道进货、专区存放、专区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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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管理关乎金融安全稳定，关乎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为贯彻落实监管政
策及推进总行“1234”战略体系实施，促
进治理能力稳步提升，兴业银行海口分
行以开展兴航程“制度与治理年”活动为
契机，大力推动法治实践，塑造依法合规
经营文化，取得了良好成效。

截至11月末，该行共开展各项合规
培训130余次，开展“一把手谈案防、讲

合规”110余次，开展重点业务领域专项
治理近20次；制作并发布活动简报39
期，开展各项合规考试20次、竞赛2次，
下发各类合规风险提示函70余份，发布
预警信息213条，优化业务流程20项
等，整个活动开展有序、保障有力。

为解答员工日常操作中的法律困
惑，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开展以“寻龙点
穴 纾困答疑”为主题的法治谏言活动，

对员工上报的“疑难杂症”进行专业解
答，并汇总制作成电子版宣传手册，提高
全员的合规意识和能力。其中，该行针
对“抵押登记担保范围认定”“回购、差补
等抽屉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等员工开
展业务中常见的问题进行解答，受到行
内员工好评。

为进一步增强员工的证据意识、程
序意识、风险意识、合规意识，该行特别

组织客户经理旁听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庭审。在庭审现场，客户经理们
了解了法庭调查、法庭质证、法庭辩论、
最后陈述等法庭审判程序，同时也深刻
认识到法院在审查银行零售个贷业务时
关注的合规焦点和风险要点。“我行变法
庭为课堂，通过以案说法、以案促学的方
式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法治宣传教育
课。”参加旁听的客户经理表示。

为做好疫情期间金融服务保障工
作，该行下发示范文本，开通法律服务绿
色通道，就疫情期间展期的业务，及时制
定并下发信贷业务补充协议，对可能涉
及的合同履行方式、履行期间、利率调
整、责任减免情况等作出约定，为疫情期
间加大金融服务力度、给予疫情期间受
困企业调整付息方式提供有力保障。

下一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将进一步

拓宽思路，在全行范围内大力开展合规文
化宣导和员工警示教育，持续丰富处理此
类问题的手段和方式方法，营造遵章守规
氛围，真正形成“全员合规、全面合规、全
过程合规”的合规文化。该行还将持续完
善分行合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检查监督
团队、检查专家库、合规经理等3个团队
在合规工作中的作用，提升合规基础管理
工作成效。 （撰文/张龙）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创新内控合规管理 塑造合规经营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