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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遗失原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原

法人（王先雄）私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黄日欣（于2021年1月6月）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10320000930151X，特 此 声

明。

●海口琼山喜顺水果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1070030776，特此声

明。

●海南小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章一枚，财务章一枚，声明

作废。

●香港泰和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代表处不慎遗失登记证，登
记证号：460000500013029，现声
明作废。
● 张 岩 （ 身 份 证 号 ：
652122199302242329）遗失房产
认购书一份，认购江畔锦城项目C
座A-1002号房，编号：0000050，
声明作废。
● 张 岩 （ 身 份 证 号 ：
652122199302242329）遗失定安
联海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
据一份，收据号：3561124，金额五
万元，声明作废。
●谢洪英（于2021年1月4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7011119570306044X, 特 此 声
明。
●海口龙华顺利建材经营部不慎
遗失海口农商银行铁桥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5648602，
声明作废。

道路改道公告
X104县道过往车辆、非机动车辆

及行人：因美兰机场二期周边路网

工程东进场道路建设需要，经上级

单位批准，需对X104线K0+600-

K0+950(美兰区演丰镇下园村路

口至铁路桥)处封闭拆除，该段道

路封闭时启用西侧改道（机场侧），

封闭道路（启用改道）时间为2021

年1月11日08时，请过往车辆根

据交通指示牌行驶，共同维护交通

秩序，确保交通安全，给您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中铁大桥局集团有

限公司美兰机场二期临云互通项

目部 2021年1月6日

●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刘洋不慎遗失海南联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编号：01859017，证书注册号：琼
246171700055，现声明作废。●海南哩哩美艺术团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56795928X5，现声明作
废。●海口奥普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刘媛遗失海南保亭闽庄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庄园御景7号楼
3A11收款证明收据 3张，编号：
0006548 号 、 0003492 号 、
0003520号，声明作废。
●洋浦冠龙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6410019908602，声明作废。●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不 慎 遗 失 健 康 证 书 ，号 码:
220000004127492001，现声明作
废。

●文昌日盛农业沉香开发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公章，法人章，特此
声明作废。●海口市鸿智幼儿园不慎遗失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编号：教
民146010260000421 号，特此声
明。●曹惠萍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9栋408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10076，金额：4092元），现声明
作废。●孙慧清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2栋2321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503，金额:
176525元）,现声明作废。●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遗失施工许可证，证号：
460108201611300101，声明作废。●海南省商业集团公司遗失坐落于
海口市美兰区龙舌路17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产权证号：Q3015，声明作
废。

声明
兹有南田农场爱泉区芒三队罗春
丽于2015年6月26日在芒三队附
近的胶林捡到刚刚出生的弃婴女
孩,特此声明！

●董戈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金贸区
A6-1区华锦苑B274#房土地分
割证，证号：200815267，声明作
废。
●马欣雨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准字01202073 号，声明作
废。
●海南登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国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3303501，声明作废。
●琚爱国遗失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现场编号：D31，
声明作废。
●海南思淼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澄迈县房产预售许可证，证
号：〔2012〕澄房预字010号，声明
作废。
●刘建军不慎遗失首席代表证，现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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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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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支撑，医疗健康综合型
服务平台，现诚邀海南省 35 位
合伙人。诚邀热线：13707580171、
17789765551

诚邀合伙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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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房产

求购房产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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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2019-2018年
2017年 2400元/瓶
2016年 2500元/瓶
2015年 2600元/瓶
2014年 2700元/瓶
2013年 2800元/瓶
2012年 2900元/瓶
2011年 3000元/瓶
2010年 3200元/瓶
2009年 3400元/瓶
2008年 3600元/瓶
2007年 3800元/瓶

2006年 4000元/瓶
2005年 4200元/瓶
2004年 4500元/瓶
2003年 4700元/瓶
2002年 5700元/瓶
2001年 5900元/瓶
2000年 6800元/瓶
1999年 7300元/瓶
1998年 7500元/瓶
1997年 7700元/瓶
1996年 8500元/瓶
1995年 14500元/瓶

1994年 14700元/瓶
1993年 14900元/瓶
1992年 15000元/瓶
1991年 15300元/瓶
1990年 16000元/瓶
1989年 16800元/瓶
1988年 17500元/瓶
1987年 18000元/瓶
1986年 25000元/瓶
1985年 26000元/瓶
1984年 26500元/瓶
1983年 27000元/瓶

1982年 28000元/瓶
1981年 29000元/瓶
1980年 35000元/瓶
1979年 36000元/瓶
1978年 37000元/瓶
1977年 38000元/瓶
1976年 50000元/瓶
1975年 55000元/瓶
1974年 60000元/瓶
1970年 5-20万元/瓶
其他年份 面 议

年份 价格/瓶 年份 价格/瓶 年份 价格/瓶 年份 价格/瓶

全品相不少酒

以下为53度茅台酒参考价格表（全品相、不跑酒）：

2200-2300元/瓶

老酒征集走进社区

电话：18611811910 18289289336
长期有效 全地区上门回收

高价征集范围：各种新老年份茅台、五粮液。2000年之前郎酒、
董酒、泸州老窖、剑南春、汾酒、西凤、古井贡、洋酒及全国各地名优陈
年老酒，同时还收购东阿阿胶、安宫牛黄丸、冬虫夏草、片仔癀、海参、
燕窝、鱼肚、鱼胶。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221号九易茅台收藏馆（详情以致电咨询为准）

海
南
站

我局于2020年11月25日在海南日报B07版刊
登《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澄
自然资告字〔2020〕80 号），挂牌出让 27010-
202031-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20年
12月23日在海南日报A09版刊登了延期公告，现
因故中止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恢复挂牌出让时间另
行公告。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8日

中止挂牌出让公告 海口市龙舌坡市场1楼铺面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08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龙舌坡市场1楼铺面公开招租。

商铺位于龙舌坡市场一楼，经测绘，建筑面积为：308.24㎡。挂

牌底价为：首年47469元/月，租期3年，从第二年开始，租金逐

年递增3%，公告期为：2021年1月8日至2021年1月21日。对

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

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10 孙女士、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月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1370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朱树林与被执行人柏道锋、海南绿山河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在案件审理阶段，申请执行人朱树
林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 (2017)琼01民初461号民事裁定，
继续查封被执行人柏道锋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市区
面积为35703.17m2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
000103号];继续查封被执行人海南绿山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海南省海口市滨涯村花满溪1号楼(繁花庭)1105号、1202号、1903
号房;2号楼(月满庭)701号房;4号楼(悠然庭)101号、105号、501号、
502号、503号、505号、1001号、1101号、1201号、1301号房，共14套
房产(面积共1562.81平方米)及其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因被执行
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
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
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1月5日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林明恒、岳虹、吴小弟、李新、高云、陈祥秀、潘娇燕、陈长弟、

李春华、姜宏舰、张磊、李彩虹、曾秋娇、钟梅林、董金梅、崔彩

虹、周忠晓、林清：

我行与你方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名单详见附表），现贷

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已逾期。依据合同约定，宣布合同项下所

有贷款本金于2020年12月21日提前到期。

限你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向我行偿还全部贷款

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及为实现债

权所支付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否则我行将通过合

法途径解决。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20年12月21日

附表：

合同号
QY102188000987295710001
RL20160119001105
RL20160629001650
RL20190417000297
RL20190530002067
RL20190705002820
RL20190705002820
RL20191203004738
RL20200519003804
QY101178000092845400001
QY101178000600874700001
QY101178000710333310001
RL20190103004062

客户姓名
林明恒
岳虹

吴小弟、李新
高云

陈祥秀、潘娇燕、陈长弟
李春华
李春华
姜宏舰

张磊、李彩虹
曾秋娇

钟梅林、董金梅
崔彩虹、周忠晓

林清

贷款本金余额
139,576.97
621,129.38
213,940.49
496,637.06
375,694.36
182,466.44
920,078.86
994,747.94

2,291,843.90
83,592.29
70,454.63
157,853.81
619,388.79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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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抗疫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1月 6日
电 综合新华社驻欧洲地区记者
报道：欧洲药品管理局6日就美国
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作出
正面评估，欧盟委员会当日即批准
该疫苗在欧盟境内有条件上市。
这是欧盟迄今授权上市的第二款
新冠疫苗。

欧盟委员会在一份新闻公告
中说，作出这一决定前已经征求了
欧盟成员国的意见。欧盟委员会
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事务的委员
基里亚基季斯表示，欧盟委员会将
努力帮助欧盟各国快速得到已获
批的两款疫苗。她还敦促各成员
国加快疫苗接种速度。

此前，欧盟委员会已于 2020
年12月21日批准美国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在欧盟境内有
条件上市。

据介绍，最新获批的莫德纳公
司的新冠疫苗需接种两剂，中间间
隔28天。接种该疫苗可能产生的
常见不良反应包括疲倦、发热、头
痛、肌肉和关节疼痛、恶心呕吐等。

2020年11月25日，欧盟委员
会与莫德纳公司签署合同，后者将
在2021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间
提供1.6亿剂新冠疫苗。

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6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12月23日，全美共有1893360人
接种了第一剂辉瑞新冠疫苗，共报

告了4393起不良反应事件（不良反
应率约为0.2%），其中包括21起过
敏反应。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020年
12月批准了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
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这
是第一款获批在美紧急使用的新冠
疫苗，被允许用于16岁及以上人群，
共接种两剂，间隔21天。

据美疾控中心和美药管局网站
介绍，这款疫苗在此前的临床试验中
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接种部位局部
红肿、头痛、乏力等。美国、英国等开
始接种这一疫苗后，报告的数起过敏
反应备受关注。

此前英国药品监管机构曾表
示，已向相关卫生机构发出预防性
建议，任何人如果曾有“显著”的药
物、食物或疫苗过敏反应，都不应接
种该疫苗。

美疾控中心在6日的报告中说，
新冠疫苗接种点需要严格遵循美疾
控中心对新冠疫苗接种的相关要求，
包括筛查接种禁忌、做好应对过敏反
应的必要准备、对疫苗接种者接种后
情况进行观察等。

目前，共有两款新冠疫苗获美药
管局批准紧急使用，除了辉瑞与德国
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外，
另一款由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这
两款疫苗已分发至全美各地，优先为
医护人员和生活在养老院等长期护
理机构的人群接种。

美疾控中心网站疫苗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1月6日，已有近1728.9
万剂疫苗分发至全美各地，接种第一
剂疫苗的人数约为530.6万。

美疾控中心：

辉瑞疫苗接种后已报告21起过敏反应

新华社利马1月6日电（记者张
国英）秘鲁总统萨加斯蒂 6日在向
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秘鲁已
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购买该集团生
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协议，首批 100
万剂疫苗将于本月抵达秘鲁。

萨加斯蒂还表示，中国国药
集团在秘鲁进行的新冠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试验显示了疫苗的有
效性。

萨加斯蒂同时还宣布，秘鲁6日
也与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签订了

购买新冠疫苗合同。根据合同，阿斯
利康将从今年9月起提供1400万剂
疫苗。

秘鲁卫生部 5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该国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960 例，累计确诊 1022018 例；

新增死亡病例 52 例，累计死亡
37925例。

自2020 年 3 月初秘鲁暴发新
冠疫情以来，中国和秘鲁一直密切
合作。中国是第一个向秘鲁捐助
医疗用品和设备的国家，并派遣了

一支医疗队分享经验。去年 9 月
初，国药集团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团
队抵达秘鲁，与秘鲁卡耶塔诺埃雷
迪亚大学和圣马科斯国立大学合
作进行临床试验，这些试验证明了
疫苗的有效性。

秘鲁宣布购买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
首批100万剂疫苗将于本月抵达

欧盟批准第二款
疫苗有条件上市

1月7日，在马来西亚沙阿兰，医务人员为
一名女子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取样。

马来西亚卫生部7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截至7日中午，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3027例，单日新增病例首次超过
3000例，并刷新前一天新增2593例的疫情以
来最高纪录。 新华社/路透

马来西亚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首超3000

东京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首相表示
决心举办奥运会

据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记者王子江）日
本首相菅义伟7日宣布东京都及其周边三县进
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但他同时重申，日本
政府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不变。

菅义伟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
决心举办一届安全放心的奥运会。”他表示，一
旦疫苗开始在日本大规模接种，相信日本民众
对奥运会的热情肯定会增加。

日本最近新冠疫情形势急转直下，确诊病
例连续创下纪录，而病例主要集中在以东京为
中心的首都圈。菅义伟当天宣布，8日至2月
7日东京都及其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千
叶县进入紧急状态，这也是继去年4月以后日
本第二次发布紧急状态。根据要求，举办大规
模活动时入场人数不超过场馆容量的一半（上
限5000人）。

疫情的恶化给东京奥运会带来了严峻的考
验，按照东京奥组委去年底制定的计划，奥运会
测试赛将在3月4日重启，第一项比赛是国际
泳联花样游泳奥运会预选赛，这场比赛原本会
有外国运动员到场，现在看来前景并不乐观。

在美国纽约，一名医务人员在进行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的准备工作。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