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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空白单证遗失作废声明
兹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因邮寄遗失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制
（限在海南省销售）的《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单（2020版）》（纸
质空白 3 联单），单证识别码为
AEDZAE0020DA0，单证印刷流
水号码：自 46002100062501 至
46002100063000，共计 500 份，
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

遗失声明
儋州泰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一本空白《收据》，收据编号：
7042502、 7042503、 7042505、
7042506、7042509 至 7042520，
声明作废。
● 何 凯 南 ( 身 份 证 号 码 ：
432401195804271010)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312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陵水英州金满堂建筑装饰工程
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宿蓉蓉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县英州镇碧桂园珊瑚宫殿二期碧
云天一街17号楼酒店公寓（幢）7
（层）706房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9）陵 水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14961号，声明作废。
●曹伟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县
英州镇碧桂园珊瑚宫殿二期碧云
天一街17号楼酒店公寓（幢）15
（层）1509房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9）陵 水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14962号，声明作废。
●黄晓倩于2021年7月25日不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为 ：
460034199507210040，特此声明。
●海南润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九所村
民委员会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
县新村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4904902，
声明作废。
●陈江南遗失文昌中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中南海景花园项目
C11 幢 1602 号收据 1 张，编号：
DSK120004135，金额：16615.72
元，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青青茶艺馆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0013770，声明作废。
●林启宁不慎遗失座落于乐东黎
族自治县利国镇原利国糖厂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利国国用
（2007）字第030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美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李鹏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乐
东县千家镇抱伦农场场部望楼河
花园（山海湾6期）10号楼三单元
502室房产证，证号为:乐东县房
权证乐字第SPF201500794号，现
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影剧院工会委
员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编号为：211500045，现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影剧院不慎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东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3752803，现声明作废。
●王学文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水边村委会14小组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327号，声明作废。
●麦孙海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水边村委会14小组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328号，声明作废。
●刘明月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水边村委会14小组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329号，声明作废。
●海南盛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东成镇高荣村民委员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
号:J6410002283103，声明作废。
●海南蓝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琼A8651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正本，证号：琼交运管海
口字460100081277号，声明作废。
●海南蓝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琼A82708）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正本，证号：琼交运管海
口字460100081287号，声明作废。

公告
炫动（海南经济特区）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灵、苏
树华、叶兹洪、卓力强、周杰、李豪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
案字〔2021〕第158-161、398、399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1〕第
438-442号裁决书以及海劳人仲
决字〔2021〕第106号决定书，限你
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5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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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7日

催款函
谢 盛 旺（身 份 证 号 ：4600****
3601X）：
你于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
10日、2015年9月16日、2015年9
月21日、2015年10月17日、2015
年11月11日、2015年11月19日
（以上借款均于2018年7月28日
再确认）分别向我借款7次。因你
无法联系到，我多次通过电话通知
你的配偶林华向你告知催款，你一
直未支付。现通知你，限你自收到
本《催款函》之日起五日内向我支
付以上的借款以及利息，逾期后果
自负!
特此函达!

催款人:黄生辉
2021年7月27日

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致股东郑雪莲：海南永发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8月16日上

午9时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地点：

海南省澄迈县永发镇侍郎水库周

边1号地，会议议题：地址变更及

修改章程条款事宜。

联系人：林桂琴

电话：13807685238

海南永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招租
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
439m2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减资公告
海南力得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壹亿元减少至人民币贰仟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予明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469036MA5TKKHF73）经股
东决定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000
万元减少至100万元，原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海口龙华巴梁坊牛肉面馆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60042157，声明作废。
●严引姑、符家铭不慎遗失海口市
美兰区白沙坊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协议，登记
顺序号：402，征收现场编号为：
L45-501,特此声明。
●海南海狼高尔夫球俱乐部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0696636709，声明作废。
●中民国控（海南）网络游戏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东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28072104，账号：
46050100653600000131，声明作废。
●赵以山不慎遗失海口绿地鸿翔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两
张，编号：财01-6009498（金额：
455904 元）、财 01-6009497（金
额：11000元），声明作废。
●儋州灿基源轻质墙体材料有限
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遗失原公
章和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儋州灿基源轻质墙体材料有限
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遗失公章
（编号46900300052783）、合同专
用章（编号 46900300052785）和
法人（苗春生）私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海口琼山进富茶园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
JY24601070030285，现声明作废。
●琼中县湾岭镇石从埇经济合作
社遗失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湾岭分
社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9520201，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伽班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邓尹祁、李迈昌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561、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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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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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下午2时30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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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7日

公告
符传域、谢李才、王平杰、周华、何锐：

本委受理被申请人海口音动电场

餐饮有限公司与你们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 433、

604、605、608、609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海

劳人仲裁字〔2021〕第 102、116、

117、120、121号仲裁裁决书，限你

们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83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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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7日

招 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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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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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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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能源海南山海公司招聘
海南山海疗养院院长助理1名
海南山海度假村总经理助理1名
海南山海国旅总经理助理1名
度假疗养中心办公室主任1名
联系电话:金女士18976788116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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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才珍2021年7月2日发起的寻
人视频内容不真实。纯属误会，双
方已经和解，对被寻人陈兴钊带来
的影响现登报给予澄清。
声明人：陈才珍 2021年7月28日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征集投资人公告
我司拟以现金入股的方式寻求合作者成立合资公司

运作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及运营维护项目，具体

要求请登录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www.0898hq.com）查询。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898-65311899 13698940556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8日

犯罪嫌疑人吴云琥、吴云涛、徐永常、罗裕华、徐李伟、侯识忠、吴
福安、蔡传寿、陈开颖、李琼爱、王旭、刘小弟、王志明、王天森、徐存强、
张亚球、王东升、唐紫晨、吴生友、陈文、周立、符家慧、徐存富、唐文善、
周吉人、李奇杰、罗志杨、王焱、叶泰宏、邓道坤、蔡小丽、黄志萍、林学
登、梁军、符秀珍等35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
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非法采矿罪、组织淫秽
表演罪、妨碍作证罪、包庇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一案，已由屯昌县公
安局侦查终结，于2021年7月25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侦查机关认定：以犯罪嫌疑人吴云琥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
儋州那大地区有组织的实施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等多起
违法犯罪活动，拉拢、腐蚀政府部门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大肆敛财，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正常的经济和社会

生活秩序。
由于本案时间跨度长，且被害人人数众多，本院无法在法定期限

内确认相关被害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不能逐一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现采取公
告送达方式告知本案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及在审查起诉
阶段享有的权利义务（内容详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https:
//mp.weixin.qq.com/s/Ot7mRkggHnD9K4nZHl1tEw）、微 博
（https://weibo.com/7312572523/KqGfk8Fu5）发布的相关信息
及附件《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以上事项如有疑问，请与本院联系，或将书面意见邮寄本院。
邮寄地址：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联 系 人：王检察官
联系电话：0898-67825026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公告送达吴云琥、吴云涛等35人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审查起诉阶段）

美国总统拜登26日下午在白宫
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举行会
晤。据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的美伊联
合声明，双方决定两国安全关系将完
全过渡为训练、建议、协助和情报共
享，到今年12月31日伊拉克境内将
不存在承担作战任务的美军。

分析人士指出，不存在承担作战
任务的美军并不等于美军完全撤离，
双方的决定更多是象征意义，美国不
会轻易放弃在伊拉克保持军事存在。

文字游戏
拜登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

军将继续承担训练、协助伊政府军以及
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职责，但驻
伊美军今年年底将结束作战任务。

据美国媒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
道，双方这一决定只是重新定义驻伊
美军的职责，并不会导致驻伊美军人

数显著减少。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当
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对驻伊美军人数
的具体变化避而不谈。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
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仅留少量驻

军。“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
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美军随后增兵伊
拉克，但其权限仅限于打击“伊斯兰
国”以及为伊政府军提供支持与培
训。目前，驻伊美军约有2500人。

美国和伊拉克在今年4月战略对
话的联合声明中已表示，鉴于伊拉克
安全部队能力提升，驻伊美军和联军
的任务将聚焦于提供培训和咨询，作
战部队可以离开伊拉克，但当时双方
未明确具体时间表。

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驻伊美
军年底结束战斗任务这一决定所带来
的实际意义有限。有美方官员表示，一
年多来没有任何一名驻伊美军士兵在
伊拉克参与战斗任务，他们的日常任务
就是为伊政府军提供训练和支持。

伊拉克大学法学教授纳吉布·朱
布里指出，所谓驻伊美军将结束作战
任务只不过是“文字游戏”。

多重目的
分析人士指出，美军去年初“定点

清除”苏莱曼尼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武装多次袭击该国境内的美国目标，

使美国利益遭受威胁。同时，美国还
指认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受到伊朗
支持，自然不会容忍伊朗势力在伊拉
克坐大。这些都促使美国想方设法在
伊拉克维持军事存在。

同时，美方此次能与伊方达成协议
继续“赖”在伊拉克，也是利用了伊拉克
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随着10月议会
选举临近，伊拉克政府面临重压，主导议
会的什叶派政党和什叶派民兵武装强烈
要求美国全面撤军，但伊拉克政府也需
要在反恐、经济、重建方面获得美方支
持。卡迪米访美前就对美国媒体表示，
伊拉克不需要外国作战部队驻扎，但希
望驻伊美军能通过训练和安全合作来
支持伊政府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
级研究员欧汉龙说，转变驻伊美军角色
的决定是一个“巧妙的处理方式”。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26日电
记者刘品然)

转变角色换汤不换药 美军继续“赖”在伊拉克

7月26日，拜登（右）在白宫会晤到访的伊拉克总理卡迪米。 新华社/美联

韩朝恢复通信联络
半岛局势出现转圜希望

对于本次全面恢复通信联络，韩朝
双方都给予积极评价。朝中社公报说，
通信联络的恢复将为改善和发展朝韩
关系起到积极作用。朴洙贤说，韩方期
待此次南北通信联络线路恢复将对改
善和发展韩朝关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刘天聪认为，韩朝双方此举对半岛
局势改善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能有效
缓和半岛政治气氛，改善地区安全环
境，大大减少因对立、断联带来的冲突
风险。

随着韩朝恢复通信联络，舆论期待
双方能以此为契机重启双边对话，建立
互信与合作。韩联社报道说，从以往情
况看，韩朝恢复联络渠道后，双方高级别
会谈等各类沟通会相继展开，双边关系
改善的速度往往能得到提升。

不过，由于朝鲜为防止输入新冠疫
情严格管控边境，双方恢复接触也面临
不少实际困难。韩国统一部相关人士
表示，若想恢复对话渠道，就需要灵活
机智地解决新冠疫情这一约束条件。
由于面对面接触受限，韩方将建立视频
会议系统，以进行韩朝间的对话磋商。

此外，有分析认为，在此前的朝美
领导人互动中，韩国曾发挥过重要的中
间人作用。本次韩朝重启通信联络渠
道，也可能成为朝鲜通过韩国缓和对美
关系的前奏。

韩联社认为，韩朝关系要取得根本
性进展，朝美对话必不可少。此前美国
已多次向朝鲜强调对话的必要性，今后
朝美对话的重启有望加快步伐。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民沟通
首席秘书朴洙贤当天对媒体表
示，今年4月以来，韩朝领导人多
次以交换书信的形式就改善南北
关系进行沟通，双方同意首先恢
复此前被中断的南北通信联络线
路。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发表的
公报也说，朝韩首脑近期曾多次
互致信函，就复原被切断的朝韩
通信渠道、恢复相互信赖以及谋
求和解达成了协议。

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金榕炫
表示，从4月起双方首脑互通书
信来看，韩朝都有摆脱僵局的意
愿，都在朝着改变现状的方向迈
进。

分析人士认为，韩朝相互走

近是因为双方都有恢复发展双
边关系的现实需求。当前，受到
新冠疫情阻碍对外联系以及自
然灾害和国际制裁的影响，朝鲜
经济面临困难。

在韩国方面，总统文在寅任
期仅剩不到一年，其最重视也是
最着力经营的对朝关系却一直
陷于僵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副主
任刘天聪指出，对朝外交“虎头
蛇尾”甚至有可能“有头没尾”，
让文在寅及韩国执政党非常焦
急，他们迫切希望恢复韩朝对
话，进而在本届政府剩余任期内

“做些实事、圆满收官，留下对朝
外交的政治遗产”。

韩国和朝鲜 27 日均
宣布，两国决定自当天上
午10时起恢复所有通信联
络线路。这是韩朝间通信
联络线路自去年6月9日
因关系恶化被朝方切断
后，双方时隔13个月重启
通信联络线路。

分析人士认为，韩朝
双方此举释放了改善关系
的意愿，有利于打破当前
南北关系和朝鲜半岛无核
化谈判的僵局，为半岛局
势转圜带来了希望。

双方互有需求 对改善关系带来希望

7月26日，玛丽·西蒙在加拿大渥太华宣誓就
任总督后发表讲话。

加拿大首位有原住民血统的总督玛丽·西蒙26
日宣誓就职，成为该国第30任总督。 新华社/路透

西蒙宣誓就任加拿大总督
是首位有原住民血统的总督

黎巴嫩前总理米卡提
被任命为新总理

新华社贝鲁特7月26日电 黎巴嫩总统米歇
尔·奥恩26日任命前总理纳吉布·米卡提为新总理，
并授权其组阁。

奥恩当天与议会各党派就新总理人选举行磋
商。在黎议会118名议员中，米卡提获得72人支
持。奥恩随后任命米卡提为新总理，负责组建新政
府。现年65岁的米卡提曾分别于2005年和2011
年出任黎巴嫩总理。

7月27日，德国莱沃库森发生爆炸的化工园区
升起浓烟。

德国西部城市莱沃库森的化工园区27日发生
爆炸事故，目前已致16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另有
5人失踪。 新华社/美联

德国一化工园区发生爆炸
16人受伤5人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