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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云上燕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五指山金益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01676074499M；开 户 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7269302；
公章、财务章、私章，声明作废。
●曹小红遗失海南泰龙管理有限
公司开具的保证金收据一份，收据
号：0002742，金额：45000元，声
明作废。
●海南怀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99283011K）公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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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保
险单。流水号:200098865。现登
报作废，特此声明。
●澄迈县永发镇侍郎村民委员会
原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加一点冷饮吧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1047927，声明作废。

●万宁市南桥镇桥北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南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75901，声明作废。
●万宁市南桥镇新坡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南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77801，声明作废。
●万宁市南桥镇南桥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南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77401，声明作废。
●万宁市南桥镇桥中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南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76101，声明作废。
●万宁市南桥镇高龙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南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77102，声明作废。
●万宁市南桥镇小管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南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77202，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感乡人
民政府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1057905，声明作废。
●章彩蕊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4#1603房
（40643.13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4530384，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海营匠处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省企业联合会的海南
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专用
收据号：7886509，声明作废。
●海南省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不
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5038647162，声明作废。
●海南省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不
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1787801，声明作废。
●海南烨宏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因
公章、财务章损坏，现声明作废。
●海南朗盛金属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本人杨洪不慎遗失海韵广场装
修押金收据一张，据号:1736413，
金额:5000元整，特此声明。

关于退还往来款项的公告
我单位现有一笔2007年度前结转

租房押金，押金事项为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东方大道 29号铺面租

金，共计7388元（柒仟叁佰捌拾捌

圆整）。请相关单位（或个人）看到

公告后携带营业执照、身份证以及

押金收据在公示期内到我单位办

理租房押金退还手续，逾期未办

理，我单位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公示时间：2020年12月16日－12

月22日

地址：海南省东方市解放西路73

号办公楼501室

联系方式：吴先生，199089855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八所海关

2020年12月16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雷琳琳名下位于金江镇金马大道

西侧宝信小区1#、3#、5#地块<温

泉谷》13号楼B单元1505房，不动

产权证号:琼(2018)澄迈县不动产

权第0023031号，因遗失，根据权

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

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如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材料向我中心

提出申请，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或异

议不成立的，我中心将补发新《不

动产权证书》。特此公告澄迈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2月15日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完

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告，详见

http://www.hbsjy.com/propu

blic/。何主任：13519806811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异地新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经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

告，详见http://www.hbsjy.com/

propublic/。何主任：13519806811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告
澄迈盛虾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唐德约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澄劳人仲案字〔2020〕第

161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应诉及开

庭通知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以上材料，逾

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1

月 25日下午3:00在澄迈县就业

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五楼仲裁庭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

开庭后 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16日

公示
我处已受理王美荣、郑惠珍共两人

的曾用名公证申请。经我处审查，

王美荣持有登记为陈亚銮的位于

陵水县陵城镇北文大兴村的土地，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用

(陵城)字第03342号;郑惠珍持有

登记为陈亚月的位于陵水县陵城

镇北文大兴村的土地，《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3343号。凡对上述土地有异议

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七日内向

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张，其法律

责任自行承担。地址:陵水黎族自

治县司法局一楼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电话:0898-83324148，联系

人:陈儒勇。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公证处 2020年12月14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本人2017年1月13日凌晨1点半
在三亚市天涯区城市乐园树下捡
拾到男性弃婴一名，后取名：陈元
鼎，目前估计 4 岁左右，身体健
康。请该孩子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我联系，电话：
19907561971。地址：三亚市天涯
区解放路533号3栋405房，即日
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法
安置。 声明人：曾国春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18年11月18日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提蒙乡农场十字路口
公路边捡拾一男婴，请该男婴生父
母或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由
本人抚养。联系人：杨亚方：电话
13697546458

公告
海口美兰佐岸咖啡厅：本委受理申
请人王祖统、杜传鹏、冯行孝、李建
华、梁秋娥、杨宜平、谢英梅、张盈
盈、吴桂英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 296、
314-321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
决字〔2020〕第94号仲裁决定书、
海劳人仲裁字〔2020〕第5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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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书
及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667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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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澜和（海口）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自2020年10月15日变更为：
一和（海口）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同日法人变更为：梁丹华。特
此声明。

变更声明
因业务需要原东方市感城永成移
动通信现变更为东方感城永成手
机通信店。特此声明

东方感城永成手机通信店

减资公告
海南中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6888万元，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报告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

符永滔，联系电话18876678568，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远创矿业有限公司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3119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319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

日内向公司报告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符永滔，

联系电话 18876678568，特此公

告。

减资公告
经海南恒禾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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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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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经海南龙瑞丰盛园林艺术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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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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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自贸区澜若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BG3B51)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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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联系:蒋嵩 电话:18616560362

●澄迈金江春金龙食用冰粒厂（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7MA5RPP8Y4B）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韩春玉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东方. 碧海云天 F7 栋
1108房的1本《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和2张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
司东方.碧海云天F7栋1108房收
款证明收据原件（合同编号:FA·
0000395，收据编号:0002866，金
额:5000 元 整 ，收 据 编 号:
0002511，金额:263206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占德营、占德圣、占德科不慎遗
失座落于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委
会的土地证，证号：东方集用
（2012）第06600号，声明作废。
●本人文百强不慎遗失在三亚中
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
金 收 据 一 份（黄 联），编 号 ：
0012419，金额2000元整，以及购
车 合 同（蓝 联）一 份 ，编 号 ：
0000294，声明作废。
●海南同创金生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章磨损一枚，声明作废。
●王雪丽不慎遗失海长流二期
005 车库收据原件一张，收据编
号：0003209，开票日期：2018 年
10月3日，开票金额：20000元，现
声明作废。
●舒园妹遗失中南西海岸B17-
1406 号房购房收据 1 份，金额
231240元，声明作废。
●徐全昊遗失中南西海岸B20-
205 号房购房收据 1 份，金额
219000元，声明作废。
●周籽玥遗失中南西海岸B22-
2209 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150061084，金额:100000元，
声明作废。
●符嘉鹏遗失江西教育学院成人
高等教育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证书
一 本 ， 证 书 编 号:
506185201206100506，声明作废。
●万宁市南桥镇桥南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南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4478101，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认婴公告

公示
我处已受理徐亚贵的曾用名公证
申请。经我处审查，徐亚贵持有登
记为徐财丽的位于陵水县新村镇
革命路东开发区一处土地使用权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
用(新)字第1019号。凡对上述土
地有异议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七日内向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
张，其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一楼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0898- 83324148，联系人:
陈儒勇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二0二0年十二月十四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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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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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全国冲浪冠军赛汕头落幕

海南冲浪队夺9金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近日，
2020全国冲浪冠军赛在汕头南澳岛
结束，海南队夺得了公开组男子组短
板和长板、女子组长板、短板和公开组
团体接力赛共9项冠军。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
心和汕头市政府主办，共吸引全国16
个代表队的258名运动员参加。

据了解，海南冲浪队的王成征、黄
一格、黄云翁、吴世栋包揽了男子短板
前4名；获得女子短板冠军和季军的
是海南队的王雪银和黄莹莹；黄耀书
和文万程赢得男子长板冠亚军；王雪
琪摘得女子长板项目冠军。

冲浪是以海浪为动力的极限运
动，在世界上已有一百多年发展历史，
近几年在中国竞技体育领域兴起。据
了解，东京奥运会将冲浪的短板项目
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之后，国内各省市
在近年纷纷组队，培养各年龄段优秀
选手，他们也成为这次赛事的主力军。

疏导工作前移
警力跟着警情走

一个电话，一个对讲机，几个值
班小姑娘记录信息……这是10年前
海口市交警指挥室的工作情景。王安
婷介绍，那时大家的工作就是把信息
上传下达，如将警情报给路面执勤民
警处理，再记录下执勤民警反馈的情
况，这个工作模式类似一个“传声筒”。

但随着城市发展，海口的路更宽
了，车更多了，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
很难适应发展，指挥岗位需要自主思
考、决策，更好地参与到城市交通保
障中。由此，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指挥监控中心于2010年顺势成
立，王安婷成为首任主任。

如何让城市道路顺畅？这是摆在
刚上任的王安婷面前的重要工作。经
过反复研究思考，王安婷发现一个问
题：城市路面还是有很多情况可以通过

监控看到的，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利用。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哪些路即将

要有很多车开过去造成拥堵，但是没
有专人及时将这类信息转化成指令，
如果执勤民警获取了这个信息提前
疏导，就能减少甚至避免拥堵。”随
后，王安婷对监控狠下功夫，预测到
哪里堵车，看到哪里发生事故，就联
系执勤民警快速前往处理……一来
二去，这项监控联动路面的工作从无
到有，从起初“拉壮丁”，到后来成立
专职岗位，“三大阵地”中的预警指挥
工作逐渐运转起来。

“她是指挥监控中心的核心人
物。”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治处副
主任冯燕说，王安婷运用覆盖城市主
次干道的约600个高清探头实时掌握
路面交通流量变化，发现交通事故、车
辆故障、交通节点、道路积水等异常情
况，及时预警指挥路面警力到场处置
与管控疏导，确保警力跟着警情走，迅
速反应前移交通疏导工作。“为实现交

通应急工作协同作战，她还组织成立
专班，修订了《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交通警情应急指挥联动处置工作预
案》，并坚持两年一修订，确保预案措
施及时更新有效。”冯燕说。

利用“交通大脑”
缓解拥堵“痛点”

2017年的某一天，习惯于运用视
频监控“千里眼”找问题的王安婷坐
在大屏幕前观察路面交通实况，无意
间发现了滨海立交桥拥堵问题。“可
以对滨海立交桥西往南车流进行早
高峰双排管控，加快北往南车流疏
导。”王安婷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肯定。

没过多久，交警支队在滨海立交
桥西往南匝道安装信号灯进行灯控指
挥疏导，固化了早高峰西往南的双排
管控措施，早高峰时段，世纪大桥北往
南交通疏导用时缩短10分钟，极大缓

解了滨海立交拥堵的“痛点”，该信号
灯也成为海口市第一个匝道信号灯。

王安婷说，指挥监控中心作为
“城市交通大脑”，应发挥视频监控
“千里眼”作用，及时开展预警指挥，
构筑勤务快速反应的情报阵地，从而
优化道路交通。

2019年1月1日至今年11月30
日，监控预警岗监控预警11923起，
日均只有17起，较好地控制拥堵警
情。据百度全国百城交通拥堵指数
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度海口拥堵指
数排名41名，2019年度排名46名，
畅通率有所提高。

此外，王安婷还组织岗位人员通
过交通广播、微信微博、交警APP、微
信朋友圈等平台，建设整点路况信息
发布、突发路况即发即报、节日（重大
活动）交通出行提示提前公布等工作
机制，使道路交通诱导信息通过手机、
广播直接渗入到市民日常生活中。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监控中心主任王安婷：

“千里眼”预警 理顺城市交通

建功自贸港 海南省十佳人民警察候选人最美瞬间

省公安厅发布通告——

快来检举揭发杨家武等人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良子）12月14
日，省公安厅发布通告，号召广大群众和社会各
界检举揭发三亚市以杨家武为首的涉黑犯罪团
伙违法犯罪线索及幕后“保护伞”。

12月14日，省公安厅组织300余名警力对以
杨家武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目前已抓获杨家武（绰号二哥、武哥）、杨家平、杨
飞等25名犯罪嫌疑人。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彻底摧毁杨家武涉黑
犯罪团伙，省公安厅发布通告，号召广大群众和社会
各界检举揭发该犯罪团伙及幕后“保护伞”，积极提
供相关违法犯罪线索。经查实线索有效并经司法程
序认定的，省公安厅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并对
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凡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于包庇、窝藏团伙成员，为
其逃避打击提供便利条件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公安机关正告杨家武犯罪团伙成员认
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省
公安厅接受群众举报和涉案人员投案自首，并设
立举报、投案自首受理点。

利用“黑客”技术骗取赌博网站钱财

琼海侦破我省首起
“黑吃黑”新型网络犯罪案

本报嘉积12月1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冼才华）12月15日，琼海市公安局召开公安工
作发布会，会上通报了琼海市公安局侦破全省首
起利用“黑客”技术修改网站后台数据，骗取境外
赌博网站钱财的“黑吃黑”新型网络犯罪案件。

据介绍，11月27日晚，在省公安厅支持下，
琼海市公安局组织中心片区嘉积、城北、城南、万
泉派出所及片区巡特警、刑侦等近50名警力，在
海口、琼海两地同时收网，捣毁窝点2处，抓获犯
罪嫌疑人陈某、吴某、王某、唐某等7人，扣押涉案
手机10部、电脑17部、汽车2辆，初步统计涉案金
额人民币逾200万元。

经初步侦查查明，该团伙以陈某、吴某、王某为
首，陈某、王某组织近10名社会人员，集中利用电脑
网络寻找目标赌博网站，利用“黑客”技术修改赌博
网站后台数据，再通过系列操作将后台金额提现。
该类新型网络犯罪，具有犯罪成本低、有组织、跨区
域、隐蔽程度高等特点，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案件。

收获田间
乐在心间

12 月 15 日，在澄迈县瑞溪
镇，农户正在整理瓜菜。瑞溪镇
是澄迈冬季瓜菜种植基地，蔬菜
远销国内大中城市农产品批发市
场。

据了解，2020 年海南开展
“抗疫情、保畅销、保生产、保增
收”的“一抗三保”行动。从2019
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
海南省果蔬出岛共计563.8万余
吨，比去年同期增长35.1%。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良子

在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
监控中心大屏幕前，一位女交警手
持对讲机，眼睛盯着大屏幕上正在
指挥路面的交警……她，就是指挥
监控中心主任王安婷。

10年来，王安婷开创预警指挥、
信息发布、应急联动“三大阵地”，提
高了海口交通疏导指挥保障水平，
促进指挥监控中心工作从过去的

“传话筒”向“城市交通大脑”发展提
升。因成绩突出，王安婷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2次、获个人嘉奖4次。
指挥监控中心2018年6月被海南省
人民政府评为“模范公安基层单
位”，2020年3月被海口市公安局评
为“集体三等功”、2020年5月被海
口市妇女联合会评为海口“巾帼文
明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