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傅
人意 实习生王伟君）海南日报记者
12月16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12
月18日，2020海南自贸港与热带农
业峰会将在海口举行。届时，来自国
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涉农组
织、科研院所和企业代表等约300人
将共聚一堂，共同探讨自贸港建设背
景下热带农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实现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
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开局之年。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三农”工作，始终将其作为自贸
港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谋划推动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三农”工
作，农业农村部、海南省人民政府等
联合举办 2020海南自贸港与热带
农业峰会。

作为2020年“冬交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此次峰会共设置“热带农业
科技创新发展”“自贸港背景下的‘三
农’发展新机遇”两大主题论坛，将通
过嘉宾主旨演讲、圆桌对话、项目对
接等形式，聚焦热带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与粮食
安全、南繁硅谷建设等，为做好新时
代“三农”工作献计献策，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行稳致远。
本次峰会还将组织“鱼米之乡、

食尚临高——临高美食专场推介会”
和“海南精选”礼赞自贸港——屯昌
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会。

据悉，此次峰会由农业农村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全国供销
合作联社、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共同承办。

海南自贸港与热带农业峰会明日举行
设“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自贸港背景下的‘三农’发展新机遇”两大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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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吉保消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壹本，注
册号：460000000159195，税务登
记 证 正、副 本 各 壹 本 ，税 号 ：
460100747770409；遗失公章、财
务章、合同章、法人韩东私章各壹
枚，声明作废。

公示
黄惠民向我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
其父母黄锡吾、何福云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海垦路13-1号绿海佳苑
A2栋第11,12层 1104房的公证
事项。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
证事项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我处提出。
联系人:陈理
联系电话:089866565327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0年12月16日

债权申报公告
海口国宾馆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6月4日完成增资扩股和
法定代表人变更。请相关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相
关债权证明材料向我公司申报债
权（本公告所述债权是指形成于
2020年6月4日以前的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合同、民间借贷等）。
特此公告。
联系人：蒙颖冰0898-66740161。

海口国宾馆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4日

●李辉2020年11月25日不慎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20606198303123522，现特此声

明。

●胡建雄2020年2月10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460035197301071919，

现特此声明。

●国际志愿者协会（香港）海南代

表处遗失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

构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G1460000MCW081703T,现

声明作废。

●海口经济学院附属艺术学校遗

失中行海口海府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2449006,现声

明作废。

●三亚蔚蓝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三

亚凤凰国际机场七分店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卫生许可证，

证 号 ： 证 字 第

640220182600300025号，公司法

人为庄岳训，现声明作废。

●海南华润五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中国银行

万宁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9190601，声明作废。

●海南龙丰源农牧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茂名市电白区合信建筑劳务有

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9045666678831）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国家税务总局屯昌县税务局13

号征税专用章，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春尾海鲜摊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9034MA5RUXY941，

声明作废。

●海南商汇律师事务所黄跃律师

于2020年12月16日遗失了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4601199310268056，流水

号NO：10860324,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教镇立新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3043001，编 号 ：6410-

00197656，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0年11月18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A11版，《东方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20〕59号),因故
延期，现将延期事项公告如下：
1、报名时间延期至2020年12月
25日17：00时止（以竞买保证金实
际到账为准），我局将在2020年12
月25日17：3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2、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20
年12月29日11：00时；3、其他事
项不变。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7日

房屋招租公告
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琼山有限公
司有位于海口市红城湖路215号
房屋第一层约500平方米现向社
会公开招租，欢迎有意者前来咨询
报名竞租。联系电话：65800679
（秦先生）

注销公告
琼海博鳌欧亚丝路经贸文化交流
中心（普通合伙），（代码91469002
3241883617）拟向琼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60天内本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债务公告
江西东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海南省2019海南农垦龙江天然
橡胶基地建设项目（龙江片-胶园
道路），于2020年3月16日开工，
2020年 9月 13日完工，工期180
日历天。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债
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材料款、机
械设备租赁费、劳务费、项目部责
任人私人对外借款等）、民工工资
在一个月（30天）内与本公司联
系。逾期不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的，
视为相关债权人主动放弃债权，一
切后果自负。联系人：刘工，联系
电话：17370851786。
特此公告

江西东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7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0年11月17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A11版，位于东方市大
田黎族风情小镇规划区内地块编
号为东出让2020-22号地块《东
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公告》，因故延期挂牌出让，现将
延期事项公告如下:1、报名时间延
期至2020年12月25日17:00时
止(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我局将在2020年 12月 25日 17:
3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2、挂牌
截止时间延期至2020年12月28
日15:30时；3、其他事项不变。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7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0年12月4日在《海南
日报》A14版刊登的（东自然资告
字[2020]58号）延期公告，因故再
次延期挂牌出让，现将延期事项公
告如下：
1、报名时间延期至2020年12月
25日17：00时止（以竞买保证金实
际到账为准），我局将在2020年12
月25日17：3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2、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20
年12月28日17：00时；3、其他事
项不变。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7日

出售整层2274m2，带 800m2露台
8000元/平 18084671201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1217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 12月 25日
10: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
拍 卖 平 台 （https://paimai.
caa123.org.cn）按现状公开拍卖：
车牌号琼A2A225奥迪牌机动车
一辆。参考价：22.5万元；保证金：
3万元。展示时间及地点：12月
23-24日；中国(海南)豪达国家级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停车场。有意
竞买者请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
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
竞买手续；本省的竞买人须取得海
南省小客车增量（更新）指标证明
文件。电话：15607579889；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债权申报公告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已于2020年7月15日完成增资

扩股和法定代表人变更。请相关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内持相关债权证明材料向我公司

申报债权（本公告所述债权是指形

成于2020年7月15日以前的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民间借贷等）。

特此公告。

联系人：蒙颖冰0898-66740161。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20年12月14日

债权申报公告
海南益和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20

年6月18日完成股权转让和法定

代表人变更。请相关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债

权证明材料向我公司申报债权（本

公告所述债权是指形成于2020年

6月18日以前的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合同、民间借贷等）。

特此公告。

联系人：蒙颖冰0898-66740161。

海南益和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4日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0年11月17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A11版，位于东方市八

所镇工业大道西侧地块编号为东

出让2020-17号《东方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

然资告字[2020]50号，因故延期挂

牌出让，现将延期事项公告如下：

1、提交书面申请时间和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延期至2020年

12月25日下午17时00分（以保

证金实际到账为准）；2、竞买资格

确认时间延期至2020年12月25

日下午17时30分；3、地块挂牌截

止时间延期至2020年 12月29日

上午10时30分，其它公告事项不

变。特此公告。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0年12月17日

减资公告
海南新创医疗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G1Y68X）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3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叶倍秀15203653624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94）字第13607
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的

通告 海资规［2020]16853号

郑亚福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上坡村七巷15号的海口
市国用（94）字第13607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为郑亚
福，使用权面积为89平方米。经
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
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
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
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
我局将依法给郑亚福补发上述宗
地的《不动产权证》。联系人：陈女
士 65360879。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0日

作废声明
海口金豫龙贸易有限公司公章破
损、财务专用章破损、发票专用章
破损，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组声明
文昌九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469005000043090，
因公司业务需要，现解散清算组，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澄迈县美亭洪亚石材加工厂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

废。

●赵军花遗失法警工作证，证号

为:11152，声明作废。

●陈人磊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 200846010816，执业地点:

海口市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海口博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

会遗失公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中共海口市美兰区委政法委员

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218101，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一壶春商行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1731083，声明作废。

●海南蓝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一枚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宏致建材装饰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9027MA5RJGNX4K，

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吴秋霞海鱼摊不慎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36852001，声明作废。

●海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

会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60000MJY1706255，声明作废。

●张卫华遗失琼海华悦实业有限

公司出具的购房认购书红联，编号

为:0001359，同时，遗失琼海华悦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一

张，收据号为:P0295-00002332，

全部声明作废。

●刘广新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183-701购房相关收据1张，编号

HND0043821房款，声明作废。

●张素清不慎遗失保亭县蓝城山

语泉小区3号楼一单元601房房

款收据一张，编号：NO2507901，

金额:1128400元，内部认购申请

单一张，编号：N0080819，内部收

房收据两张，编号：N02088999，金

额5860元；编号：N02088914，金

额5338元，特此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龙华柳彬互联网信息服务中
心：
本委受理申请人朱秋玲、王少妃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621、622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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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95571），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1年1月26日下午3时整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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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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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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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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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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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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东 1380754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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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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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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通告

拍卖公告

出 售

募股
海南快乐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依公
司法募集三亿原始股，签股权对赌
协议，电话13907692978。

商业信息

广告·热线：66810888

降低出生缺陷
提高儿童健康水平
琼粤两省医院成立区域出生缺陷与产前
诊断专科联盟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张惠宁）12月
16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举
行“出生缺陷与产前诊断专科联盟”签约揭牌仪
式，双方将在医院管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新技
术与新项目运用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协力推进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加快建设海口医学特色专科，
助力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

据介绍，出生缺陷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也
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正常生活的社会问
题。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与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出
生缺陷与产前诊断专科联盟”的建立将带动海口
市妇幼保健院基层服务能力的提升，形成更大辐
射的优势专科诊治覆盖，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提
高儿童健康水平。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负责人表示，依托国内先
进地区优质资源，补齐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的突出短
板，是顺应海南自贸港建设高层次开放的新格局。

据介绍，两地将开展一系列旨在提升海南遗
传医学专项技术能力的合作，不定期举办学术交
流、教学查房、疑难病会诊、专家义诊、患者转诊、
医师进修等活动，不断提高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
医疗技术水平、医院管理能力及人才队伍素质，为
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儋州推进
“禁塑”动真格
立案查处3家违规经营户

本报那大 12月 16日电 （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覃
凯）儋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加强执法
检查力度，确保全面“禁塑”取得实
效，从12月1日正式“禁塑”开始，至
12月16日，儋州市有关部门共没收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3.5公斤，立
案查处 3家违规经营户，已约谈市
场主体 114 家，签订“禁塑”承诺书
3181份。

据儋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被立案查处的 3家经营户，均违反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规定》，使用或者提供使用
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经有关执法人员劝说后，仍然
继续使用或者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根据省有关规定，将
对3家违规经营户处以1000元以下
的罚款。

从12月1日正式“禁塑”至今，儋
州市共出动执法人员157人次，检查
市场主体622家。对各大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餐饮和外卖企业的经营主
体动员宣传，鼓励经营主体主动响应
政府号召，在经营活动中不销售、使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签订“禁
塑”承诺书，压实市场主体“禁塑”的主
体责任。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胡蓉）海南日报记者12
月16日从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下简
称“海南中行”）获悉，为助力海南外贸
企业发展，该行利用海外联行资源优
势，为企业量身订制“出口协议融资”

“海外代付”等综合跨境融资服务方
案，有效解决了外贸企业资金融通需
求，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截至目前，
该行今年已实现对外贸企业各类融资
投放累计超40亿元人民币，以实际行
动助力海南外贸企业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六稳”“六保”工作要求，今年以来，

海南中行持续为海南实体经济发展供
氧输血，打出“设方案、简流程、促创新、
降成本、移线上”等组合拳，为外贸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今年以来，海南中行针对已投保中
信保出口贸易险、完成出口报关、具有良
好收汇历史的企业，优先提供出口融信
达贸易融资支持，保障企业出口收汇安
全，提前实现销售回款。此外海南中行
利用海外联行资源优势，为企业量身订
制“出口协议融资”“海外代付”等综合跨
境融资服务方案，有效解决了外贸企业
资金融通需求，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今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

分局印发了《关于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
利化试点工作的通知》，支持符合条件
的企业开展货物和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
利化试点，实现银行审核从事前向事后
转变，旨在进一步促进贸易结算便利
化。海南中行作为自贸港内首家试点银
行，积极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为企业解读
政策，并率先为两家民营企业分别办理
自贸港首笔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
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

在创新服务激发企业活力方面，
海南中行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发的
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为通威（海
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办理全省首单

区块链出口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同
时，也为长丰能源集团搭建全省首个
跨国公司FT全功能资金池业务，也
是目前海南唯一全功能资金池。该行
通过服务和产品创新，不断优化自贸
港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更大活力。

海南中行还积极发挥跨境服务优
势，为外资、外贸企业提供专业金融服
务，并最大程度给予企业减费让利。

依托科技推行线上服务，在疫情期
间显得尤为重要。今年以来，海南中行
持续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向客
户发送企业金融服务指南，为企业提供
安全、高效、便捷的7×24小时金融服

务，助力企业在疫情期间同样轻松管理
公司财务。围绕企业全链条交易和各
种场景需求，利用“中银企E贷银税贷”

“中银企E贷信用贷”等产品，为产品有
竞争力且有订单的小微外贸企业提供
贷款支持，截至目前，该行对公普惠贷
款新增额是上年全年新增额的4倍。

值得一提的是，该行为配合海南“单
一窗口”建设适时推出的跨境汇款、电子
汇总征税保函、人民币汇率保值及自助
结汇、挂单结汇等金融产品和服务，让
客户不仅足不出户享受便捷结汇，而且
还帮助客户自由掌握结汇时机，稳定财
务成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中行打出“组合拳”，今年为我省外贸企业融资超40亿元

简流程 促创新 降成本

我省大学生球员
雨中激战

省青足赛高校组比赛举行

文昌国际航天城有新动作
政务服务中心和投资开发公司揭牌

本报文城12月16日电（记者李佳飞）12月
16日上午，文昌国际航天城政务服务中心和海南
文昌国际航天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揭牌仪式
同时在文昌举行。

文昌国际航天城政务服务中心是文昌国际航
天城管理局为完善园区配套服务，为入园企业提
供集中办理工程事项审批、人才认定、工商税务、
银行业务等各类服务事项的场所。

目前，航天城管理局已向海南省、文昌市申报
了60余项各类行政审批事项，航天城政务服务中
心对接省政务服务网，实现市县“互联互通、一网
通办”，园区“一门受理、一窗办结”，致力为园区企
业提供便捷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未来还
将进一步大胆尝试制度创新和流程突破，为投资
创业者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是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和文昌市政府共同出资
成立的平台公司，是航天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将以完全市场主体
身份积极参与市场化运作，承接国家重大项目，加
快推进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构建集
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功能于一身的新型航天
领域发展平台。

由共青团海南省委和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激扬青春·快乐健康”
2020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高校组比
赛，12月16日傍晚在海口市世纪公园球场
收兵。比赛在雨中举行，最终，海南师范大
学队以4战3胜1负的战绩，夺得了A组（专
业组）冠军。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队以3战全
胜的战绩，赢得了B组（普通组）冠军。共有
省内9支大学生球队参加本次比赛。

图为海师大队球员和海经贸队球员在
比赛中拼抢。
文/本报记者 王黎刚 图/本报记者 袁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