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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东方丰发实物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77425823298）遗 失 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和法
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占华君于2021年6月12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103198608080923，声 明 作

废。

●海南乾合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建鹏新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坐落于海南西线高速邦溪出口路

东北侧（石碌镇香岭村）土地使用

权证，证号：昌国用（2014）第0002

号，特此声明。

●海南海蓝旅居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红星村委

会玉雅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园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5892502，声明作废。

●海南湘辰置业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湘辰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原滋味早餐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926087，声明作废。

●海南瑞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9031MA5T3K5PX7，

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鸿叶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
经与海南名世晖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口鸿叶达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100%转让
给海南名世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债权，逾期不提出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152号
金鹿楼二楼右边4、5号办公室登记。

海口鸿叶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日

减资公告
海南天桥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4602003240824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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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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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经纬16608944928

●曾不妮不慎遗失建筑起重司索
信号工（初级），证书编号：琼
A032016000119，声明作废。
●海南升望园林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许跃亮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号:
469006020478号，声明作废。
●李有国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集庄村委会13队的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字
第(2017)0587号，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粥道小吃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203MA5THIMG9D, 现 声
明作废。
●保亭保城粥道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91954077，现 声 明 作
废。
●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会委
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
准 号:J6410031432803，声 明 作
废。
●邢少娟遗失车牌号琼F01805车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一 本 ，证 号:
460400063066，声明作废。
●屯昌屯城沈记美食馆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编
号为：JY24690221956167，声明
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21）琼01执128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刘冬与被执行人
吴清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吴清
舵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丘海一横路 11号祥瑞苑商住楼
4 层 401 房［不 动 产 权 证 号 ：
HK249104］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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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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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因本公司需做企业名称变更。现

召全体股东于2021年7月5日上

午10点在五指山市福安大厦21

楼召开五指山福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关于企业名称变更的股东

会议，请无联系方式的庄小荣先生

于2021年7月5日前联系参会，如

无法到场参会，将由其他股东表

决 ，联 系 人 ：林 先 生 ，电 话 ：

13876507819

特此通知

五指山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注销公告
三亚振艺水电装饰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澄迈有信互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4MA5TK7AT1G）经 企
业合伙人决定，向企业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111.85万元减
少至63.7348万元，请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企业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海南综合

开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2012624616）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海南综合

开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2012624616）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周安裕于2021年6月30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驾 驶 证 ，证 号 ：

460004198701206413，声明作废。

●周安裕于2021年6月30日遗失

居民户口簿，户号：862000537，声

明作废。

●隆广镇丹录村民委员会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24273001，声明作废。

●海南维克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ICP许可证，ICP编号：琼B2-

20200684，声明作废。

●海南省洪硕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洋浦宏运兴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货 车 营 运 证 ， 证 号:

462000061274， 车 牌 号: 琼

E18315，现声明作废。

●洋浦宏运兴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462000100219，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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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08908509
澄 迈 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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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收购黄花梨老旧料和家具
电话：15103029970王先生

收 购

农庄 150亩（建设用地 35亩）转
让。王先生13907585275

转 让

出 租

海口六栋别墅1100m2租金18元/m2,

可分租，含公共配套建筑1400m2,

停车场5000m2，电话66661188。

出 售

海口市区、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经营中酒店出售。

产权清晰，18689753791。

教育培训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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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
司4家营销服务部迁址，于2021年6月21日经海南银保监局[琼银
保寿备(2021)35号、琼银保寿备(2021)36号、琼银保寿备(2021)37
号、琼银保寿备(2021)38号]同意备案。具体机构为：儋州市支公司
八一农场营销服务部迁址至海南省儋州市八一总场民乐小区八栋6
号铺面，许可证机构编码为000005460400004；儋州市支公司第一
营销服务部迁址至海南省儋州市蓝洋镇蓝洋大道22号（海中大道）
一楼，许可证机构编码为000005460400002；儋州市支公司第三营
销服务部迁址至海南省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农贸市场出口右侧往旧坊
通道铺面第10间房屋一楼，许可证机构编码为000005460400003；
儋州市支公司第四营销服务部迁址至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铺仔居委
会铺仔街74号一楼，许可证机构编码为000005460400001。

联系电话：0898- 23313668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
2021年7月1日

地址变更公告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年度
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2021年度废旧PS版处置
项目（HNRBYSC-2021-1）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
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
标结果是：

海口健丰达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7月2日，如

对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公开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付先生 0898-66810108。

公 告
我司于2016年5月20日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竞得拍卖标的物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定安县
定城镇的龙福花园三期89套房产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并于2016年
6月14日收到法院的网拍成交确认书。目前我司本着维护社会稳定，
早日把该烂尾楼项目处置完善的初衷，正在定安县有关部门办理规划
验收、工程竣工备案和不动产登记等相关手续。因我司只享有龙福花
园三期89套房产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经向省一中院申请查阅当年
审判案卷后，得到除我司以外的龙福花园三期经法院执行的其他权利

人名单，包含如下：A栋（二单元）603房蒋美琳、A栋（二单元）803房
谭祖国、A栋（二单元）903房曾明亮、C栋（一单元）502房谭茗月、C栋
（二单元）401房李佳中、C栋（二单元）505房谭小丽、C栋（二单元）605
房郭术洪、C栋（二单元）705房李啟俊、C栋（二单元）805房杨智、C栋
（二单元）905房付必生、C栋（二单元）403房林贻蕃、A栋（一单元）601
房利家群、A栋（一单元）701房林春花、A栋（二单元）801房杜丽南。请
以上14名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联系我司，以便共同申请办理
上述事项。我司联系电话：18208977002张先生。

海南百年上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日

新华社联合国6月30日电（记者王
建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30日
在联合国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
言时表示，美国应无条件率先重返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施加的
所有不合法的单边制裁。

耿爽说，伊核协议是各方经过艰苦
努力、通过协商谈判达成的外交成果，
是多边主义的成功实践，是维护国际核
不扩散体系和中东和平稳定的重要保
障。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单方

面退出伊核协议，并持续对伊朗极限施
压，是当前伊核问题困局的根源。解铃
还须系铃人，美国作为始作俑者，理应无
条件率先重返伊核协议。伊朗则应在此
基础上全面恢复履约。这是推动伊核协
议重回正轨、实现地区局势降温的正确
途径。

耿爽表示，美方一再表示愿意重返伊
核协议，一直宣称“多边主义回来了”。既
然如此，美方应为推动早日达成共识作出
更大努力，展现更多诚意。美方最终能否

同伊朗及其他有关各方达成恢复履约协
议，将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践行多边主义
的一块试金石。

耿爽说，美方退出伊核协议，导致美
伊严重缺乏互信，这是当前美伊恢复履约
谈判的严重障碍。出于对美可能再次毁
约的担忧，伊方要求美国现政府就不再单
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提供保证。这一要求
完全可以理解，应该得到回应。

耿爽表示，单边制裁损害各国互利合
作，有违国际公平正义，是对国际法的肆

意践踏，也是对国际关系的严重破坏。
国际社会一再呼吁美方解除对伊制裁，
希望美方对此予以重视并在谈判中积极
响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施加的所有不
合法的单边制裁，不论是美对伊的不合
法制裁，还是针对包括中方在内的第三
方实体和个人的“长臂管辖”，都应当立
即解除。这有助于保障伊方享有正当经
济红利，为各方恢复同伊开展正常经贸
合作创造条件，为谈判达成恢复履约协
议铺平道路。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呼吁

美方应无条件率先重返伊核协议
观 天下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
维·比斯利6月30日警告，如果不采取进
一步行动应对粮食短缺，数十个国家可能
出现“空前”严重的饥荒。

比斯利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布林迪西
一场讨论人道主义援助的二十国集团活
动上表示，去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承诺
增加资金投入，帮助全球因新冠疫情冲击

而陷入困顿的人，现在必须再次这么做。
“我们需要更多支持。”

“我们原本以为，到2020年底，新冠
疫情就会远去，结果却卷土重来，出现

‘德尔塔’及其他变异毒株。”比斯利认
为，对已然遭受疫情灾难性冲击的低收
入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疫情反弹的破坏
力更加严重。

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各国捐款60亿
美元，以帮助43个国家处于饥荒边缘的
4100万人。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出现类似
饥荒的情况。

“这些不只是数字或统计，而是有
真名实姓、真实存在、脆弱而且的确在
挨饿的人。”比斯利在与意大利外交部
长路易吉·迪马约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如果不解决他们的粮食需求，今后6到
9 个月可能出现“空前严重的可怕饥
荒”，一些国家将陷入不稳定并出现大
规模逃难。

法新社报道，一些援助机构说，疫情
加剧了由冲突、气候变化、经济动荡引发
的粮食短缺。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多国面临饥荒危险

7月1日，泰国普吉国际机场举行“过水门”仪式，欢迎载有外国游客的航
班抵达。

泰国内阁6月22日批准了“普吉岛旅游沙盒计划”。据此，从7月1日起，
来自中低风险国家且完成疫苗接种的外国游客在入境普吉岛之后将不必接受
强制隔离。 新华社/美联

泰国7月起准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游客
免隔离入境普吉岛

新华社纽约6月30日电（记者
刘亚南 潘丽君）中国移动出行平台
滴滴公司6月30日正式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

滴滴当天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发
行3.168亿张美国存托凭证，每股定
价14美元，此次公开募股将融资44
亿美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滴滴在今年一

季度营业收入为422亿元人民币，当
期实现盈利55亿元人民币，而此前
三年为连续亏损。

滴滴公司股票当天收于每股
14.14 美元，与其发行价相比上涨
1%。

据介绍，滴滴创始于2012年，目
前在全球多国的近4000个城镇拥有
业务。

滴滴在纽交所上市交易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30日说，英国
驱逐舰日前在黑海海域侵犯俄罗斯边界
是蓄意挑衅之举，且美国也参与其中并
观察俄方应对，而即使俄方击沉英舰，也
不会引发大规模战争，因为挑衅者知道
他们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普京当日在电视直播节目“与普京
直接连线”中回答俄罗斯民众关心的各
种问题，持续3个多小时。他说，英舰越
界事件“显然是一次挑衅”，不仅英方，美
方也参与其中，美国一架侦察机事发当
天早些时候从希腊起飞，目的是观察俄
方如何应对英舰的行为。

普京说，这一事件中，对方“首先追
求的是达成军事目标，也就是动用侦察
机观察我方部队如何阻止这类挑衅，想

要观察（俄方）采取哪些行动及其位置”，
而俄方识破对方目的，因此在回应时仅
留下俄方所认为必要的信息。

俄罗斯国防部 6 月 23 日说，英国
海军“保卫者”号驱逐舰当天中午在黑
海西北区域活动时越过俄罗斯边界，
俄黑海舰队与俄联邦安全局为制止其
侵犯边界行为，被迫开火警告将其驱
离。英国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
认英国军舰在黑海遭俄方开火驱逐，
称该舰当时“正遵循国际法无害通过
乌克兰领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6月24日说，英国驱逐舰在黑海海域
侵犯俄边界的行为是蓄意挑衅和有准备
的，英方此举违反国际法，不可接受。

普京在连线节目中说，即使俄方当
时击沉英方军舰，也“难以想象”会引发
大规模战争，“因为那些发起（挑衅）的人
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成
为胜利者”。

普京说，英舰越界事件发生在他与
美国总统拜登在瑞士日内瓦会晤后不
久，背后有“政治因素”。“在日内瓦的会
议刚结束，为什么需要这场挑衅？它（挑
衅）的目的是什么？”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剧变，”普京说，
“我们的美方伙伴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
举行日内瓦会晤的原因。然而，另一方
面，他们试图保持统治地位，因而出现了
各种威胁性和破坏性举动，如军演、挑衅
和制裁。”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普京在电视直播节目中说

美国参与英舰越界事件
挑衅者不可能赢得战争

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波多黎
各男子埃米利奥·弗洛雷斯·马克斯
以近113岁高龄成为世界最长寿男
性。老人在家中接受了吉尼斯世界
纪录证书。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6月30日
发布认证消息，老人当天年龄是112
岁又326天。

马克斯1908年8月8日出生于
波多黎各的卡罗利纳，在家里11个
孩子中排行第二。马克斯只接受过
三年学校正规教育，年纪不大就开始
帮父亲在甘蔗田里干活，还帮忙做家
务，包括照看弟弟妹妹们。长大后，
他以务农为生。

马克斯与2010年去世的妻子有

长达75年的婚史。两人育有4个孩
子，其中两个孩子健在。马克斯目前
住在里奥彼德拉斯，由两个孩子负责照
料，膝下现有5个孙辈和5个重孙辈。

马克斯101岁时经手术安装心
脏起搏器，如今除了听力差，身体状
况不错。

对于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
世界最长寿男性，老人和家人都感到
开心。

被问及长寿秘诀，马克斯认为要
有同情心、少生气。他说：“我父亲用
爱养育了我，还教育我要爱每个人。
他总是告诉我和家中其他孩子要做
好事，懂得与他人分享。”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近113岁波多黎各老翁
成全球健在最长寿男性

俄国防部：

俄军机升空防止
荷兰军舰侵犯俄水域

新华社莫斯科6月30日电（记者李
奥）俄罗斯国防部29日发表声明说，荷
兰海军“埃弗特森”号护卫舰日前曾向刻
赤海峡方向移动，俄方军机升空防止其
侵犯俄水域。

声明说，6月24日，俄黑海舰队针
对北约军舰在黑海的行动实施监控时发
现，位于中立水域的“埃弗特森”号改变
航向，向刻赤海峡方向移动。为防止其
侵犯俄水域，俄方派遣苏-30战斗机和
苏-24轰炸机升空，在安全距离下靠近
该护卫舰，该舰随即改变航向，改为原定
方向航行。

声明说，俄方军机严格遵守国际空
域使用规则，并于此后返回基地。

6月29日早些时候，俄媒体援引荷
兰国防部的消息称，本月24日，荷方军
舰曾位于克里米亚东南方向，俄方军机
近距离掠过荷方军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