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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陵水洪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上置物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的公章，法人私章，财务专
用章已磨损，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成不慎遗失长城牌机动车辆合
格证编号为:WANOX1201392730，
车辆型号CC1032PA41A，车辆识
别代号/车架号LGWCBE194LB0
26957，发动机号 200995829，现
声明作废。
●东方广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2553101，声明作废。
●本人（黄丹萍）遗失海口方卓妇
女儿童医院医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张，发票号为NO33299863,金
额为8986.73元，声明作废。
●赵跃丽遗失后海温泉小镇后海
银帆13栋1605房的商品房认购
书和房款收据，认购书编号：
HHYF00518, 房 款 收 据 编 号 ：
2024988,金额:5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周月萍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美兰区海甸五西路万福新村A7-
606房的房屋租赁证，证号为：美
房租证[2018]第30536,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永昌村民

委员会扬吴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

可证，户名：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

永昌村民委员会扬吴村民小组，账

号：1009170300000173，核准号：

J6410020676901，法人吴淑琼私

章、银行印鉴卡，声明作废。

●光坡镇坡尾村委会第四、五、十

三经济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证，证

号：陵集有（光）第00184号，声明

作废。

●彭业斐2021年1月8日遗失身份

证，证号：41140219861229458X，

声明作废。

●钟春燕遗失坐落于海南省定安

县定城镇塔岭开发区富民大道（龙

福花园 A1-308）住宅楼的房产

证，证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562号，声明作废。

●海南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龙华分公司遗失合格证原

件 ，车 型 为 DFL6460VANM8，

VIN码为:LGBM4AE42LS587018，

发动机号：MR342045M，出厂日

期：2020年12月7日，合格证编号：

WAC284003726972，特此声明。

●海南宏瑞秀投资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原定安县规划委员会遗失工商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证 ：

Z6410001533201，特此声明。

●原定安县规划委员会遗失工商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证 ：

J6410031450901，特此声明。

●中境国际贸易(海南自贸区)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债权转让公告
海南润泰欣贸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将以下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转
让给海南骏企贰号商业服务中心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根 据
（2018）琼9006民初2185号《民事
判决书》对张大雄、纪茂梅、张文斌
3名债务人所享有本金650万元及
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
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全
部权利。海南骏企贰号商业服务
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
述债权转让的受让方，现要求债务
人承担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还款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8年7月8

日晚上八点半在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保亭大道毛天村委会什冲村

路口处拾到一名女婴。请该女婴

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于公告之

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

领，逾期女婴将被依法安置。联系

电话83666051 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民政局 2021年1月15日

声明
由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承建的文昌市美国城主干路市

政工程（文城镇政府、卫生系统保

障房配套道路）III标段现已竣工，

如该项目还未结清偿债务，请各位

权利人在本公告十五日内与我司

财务室联系，并带齐相关原始依据

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京安路66

号财务公司登记备案，以便完清相

关手续。逾期自动作废处理，责任

自负。联系人：刘居志 电话：

15289771675特此公告

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01月16日

印章作废声明
海南智达信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一枚破损，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86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39号
符广金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
村67号，使用权面积为352.8平方
米的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08-
4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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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
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
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
符广金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
证书》。特此通告。联系人:夏女
士65361223。 2021年1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34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44号
李桂引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
村48号，使用权面积为431.36平
方米的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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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对此注销通告有
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
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给李桂引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
权证书》。特此通告。联系人:夏
女士65361223。2021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经海南美盛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亿
肆仟陆佰万圆整减少至贰亿肆仟
陆佰万圆整，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春玲
联系电话：15203642018

减资公告
东方创达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
T4H5888）经股东会决议注册资
本由原来的人民币10000万元减
至1000万元，原债权债务人自登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

●三亚热海珊瑚礁生态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杨帆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
水县英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海
南景业A02区E型低层住宅A-
35栋的房产证，证号：琼（2018）陵
水县不动产权证第0008126号，声
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粮食局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0599002，声明作废。
●保亭汉华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农
业银行保亭支行开户许可证，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24753002，
声明作废。
●杨珊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建 字 第
4690022019000369 号，声明作
废。
●万宁市三更罗镇计划生育办公
室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万宁市三更罗镇支行的开
户 许 可 证 一 张 ，核 准 号:
Z6410000183101，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橡胶协会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和副
本，声明作废。
●海南浩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已损坏，现申请进行印章
更换，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星华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专项审查意见书》，证书编号“抗
震第（2020）0004号”，现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英奥尔
幼儿园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东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41245301，此开户许
可证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72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43号
李来玉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
村59号，使用权面积为261.8平方
米的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08-
4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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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
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
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
李来玉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
证书》。特此通告。联系人:夏女
士65361223。 202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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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投资集团诚招
海南全岛房产项目、收购、合作开
发、包销等。电话：18976712666。

招 商

新春好礼万宁港北马鲛鱼
订购热线13198961639

出售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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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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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售

琼山五小对面旺铺急售18708991932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通告
我行定于2021年1月17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升级，17

日凌晨4：00-7：30之间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

停止对外服务，17日凌晨4：00-4：02以及6：00-6：15期间

我行所有业务均不能办理。

系统升级后如果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请通过

短信或电话方式咨询95588。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21年1月16日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建设项目(南雅四
队、五队专区)-土地平整工程债务公告

由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承建的国家南繁
生物育种专区建设项目(南雅四队、五队专区)-土地平整工程已
竣工。现就债务申报登记事宜进行公告。请有关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公司营业执照（或个人身份证）
原件、与本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
件一份，向本公司进行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并说明抵押、担保情
况；逾期将视为弃权处理，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联系人：梁红玉（13397812123/0898-88654085）
商 俊（13517884707/0898-88654085）

申报登记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高新路动漫基地后山
别墅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办事处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16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5+500至K5+900段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海口三永(三江至永兴)公路工程新建昌盛互通在G98环岛高

速公路进行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申请对相
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2月4日。
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5+500至K5+900段。
三、管制方式：管制期间，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5+500至K5+

900段采取封闭左右幅第一行车道的交通管制，第二行车道和应急
车道正常通行。

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
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
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1年1月16日

观 天下

新华社华盛顿1月14日电（记者许
缘 高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
济研究院14日联合发布报告说，美国从
对华贸易投资中受益，中美经贸摩擦有
损美国经济。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削减对
华关税，造福两国和全球经济。

这份题为《美中经济关系》的报告指
出，良性中美经贸关系能让美国得利，削
减对华关税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并创造就
业机会。取消贸易壁垒、抵制保护主义

将有助于重建中美关系，让两国和全球
经济都从中受益。

报告说，中美经贸摩擦损害美国经
济，影响就业增长。报告估算，2018年
至2019年期间，美国为中美经贸摩擦付
出的经济成本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0.5%，以2020年价格计算约
合1080亿美元。中美经贸摩擦一度令
美国损失24.5万个就业岗位，每个家庭
减少675美元收入。而在2019年，对华

出口支撑美国120万个就业岗位。
在投资方面，美国企业2019年对华

投资1050亿美元，从中获得大量收益，
推动美国企业提升竞争力。

报告分析，如果中美两国将平均关税
降至大约12%的水平，美国实际GDP将
在今后五年中增加1600亿美元，就业岗
位新增14.5万个。由于就业岗位增加、商
品价格下降，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将增加
460美元。但如果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

级，美国可能面临五年内实际GDP损失
1.6万亿美元，就业岗位损失最多时达
73.2万个，平均家庭收入减少6400美元。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
伦表示，对华贸易有助于美国经济和就业
增长、提升美国全球竞争力。他呼吁两国
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基础上继续努力，就
降低关税进行谈判，为美国农民和工人带
来利益。同时，艾伦呼吁美国政府制定更
有效、更有原则和更务实的对华贸易政策。

美中贸易全委会等呼吁美政府削减对华关税

德国执政党选举

谁能成默克尔接班人？

谁能脱颖而出

民调显示，目前上述三位热门候选人的支持率非常
接近，默茨为29%，另两人均为25%。在经济精英阶层
中，默茨的支持率领先优势较大；而在政界高层中，拉舍
特相对更受欢迎。舆论认为，鉴于三人的支持率差距不
大，选举应该会进行两轮，首轮得票最低者被淘汰，第二
轮决出最终胜者。

按照党代会议程，新主席选举定在16日，但由于是
线上举行，一些代表将通过邮寄方式投票，因此最终结
果将于22日宣布。不过，三位候选人都表示，将接受在
线投票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在线上投票中输了，
也就不会再有人通过邮寄方式给他们投票了。这一表
态意味着，选举结果可能16日就见分晓。

不过，形势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基民盟的新
任党主席并不一定就会成为总理候选人。默茨和勒特
根就表示，总理候选人也可能来自基社盟。基社盟主
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采取强硬措施控制疫
情，表现非常抢眼。有民调显示，他作为总理人选的支
持率很高，仅次于默克尔。

另外，在疫情中表现得到肯定的德国卫生部长延
斯·施潘也考虑代表基民盟角逐总理一职。40岁的施
潘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总理的野心，但目前他仍然支持
拉舍特。 （新华社柏林1月14日电 记者任珂 张远）

三位热门人选

基民盟党主席目前有三位热门候选人，分别是
阿明·拉舍特、弗里德里希·默茨、诺贝特·勒特根。

拉舍特现年59岁，目前是人口和工业大州北
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州长。德国媒体对
他的评价是“中庸之道”。拉舍特的政策与默克尔
区别不大，曾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支持默克尔接纳
难民的决定，他自己也曾表示将保持政策的延续
性。不过拉舍特被认为在应对北威州新冠疫情上
表现不佳，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实施限制措施不
够有力。

默茨现年65岁，律师出身，是第二次参选党主
席。他曾担任由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
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在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
后与默克尔产生分歧于2009年下海经商，在默克
尔宣布将退休后又很快回归政坛。默茨以保守言
论吸引了基民盟内一些较保守成员的支持，党内对
他的态度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勒特根现年55岁，曾任德国环境部长，后因
2012年领导基民盟角逐北威州议会选举失利遭到
默克尔批评，随后被免去环境部长职位。他2014
年出任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任职至今。勒特
根以年轻和改革形象示人，是一名环保主义者。

接班进程反复

2018年10月底，处于第四个总理任期的默克尔
宣布，将不再寻求连任基民盟主席，未来也将不再竞
选联邦总理。基民盟由此开启了领导人交替进程。

本来，得到默克尔支持的克兰普－卡伦鲍尔
在2018年12月的基民盟全国党代会上当选党主
席后，党内交班就应该已经结束，但克兰普－卡伦
鲍尔却因图林根州州长选举风波于2020年2月
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导致接班人问题重现。

德国将于今年9月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民调显
示，基民盟支持率目前维持在35%以上，高居首位，
比第二位的绿党高17个百分点。如不出意外，基民
盟将在联邦议院选举后保持议会最大政党地位。

按照基民盟的传统，该党主席同时也是党的总
理候选人。而按照德国的政治制度，联邦议院最大
政党将牵头组阁，其总理候选人将成为新总理。因
此，本次基民盟党代会上选举的新任党主席，将很
有可能在联邦议院选举后成为德国新总理。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全国党代会将于15日至16
日在线上召开，最重要的议程是选举新任党主席。按照目前的德国政
治态势，新任基民盟主席很有可能接替默克尔，成为德国下一届总理。

1月 14日，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中）在安卡拉一家
医院接种中国新冠
疫苗。

当日，埃尔多
安在安卡拉接种
中国科兴公司研
发的新冠疫苗。埃
尔多安随后在社交
媒体上宣布了这一
消息。 新华社发

土耳其总统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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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潘革平）海牙消息：荷兰首相吕特
15日宣布，因托儿津贴事件不断发
酵，他所领导的内阁当天正式辞职。

14日晚，参加荷兰执政联盟各
党派就此进行了内部磋商。15日，
内阁成员再一次对该事件的政治后
果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内阁辞职是
当前唯一选择。

吕特将在15日晚些时候举行新
闻发布会，对此决定作出解释。

荷兰税务机构曾要求在2013至

2019年间领取过托儿津贴的数千个
家庭退还津贴，有的家庭甚至要归还
数万欧元，这一事件给不少荷兰家庭
造成经济和心理负担。2020年12月，
荷兰议会就此发表调查报告，确认税
务机构在此事件上存在行政过失。

本届内阁于 2017 年 10 月宣誓
就职，这是吕特第三次组建内阁。此
间媒体普遍预测，吕特将继续担任看
守内阁首相，重点处理新冠疫情防控
事务，直到今年3月17日举行议会选
举为止。

荷兰内阁因托儿津贴事件集体辞职

15日，印度尼西
亚西苏拉威西省抗灾
署说，西苏拉威西省
当天凌晨发生的6.2
级地震已致35人死
亡，另有 637 人受
伤，其中重伤 189
人。据中国驻印尼大
使馆消息，截至目前
没有收到中国公民在
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新华社/法新

印尼发生6.2级地震已致35人死亡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