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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荣泓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章（郑少锋）；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2-1）、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200MA5TJYKY4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陵水合众大酒店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34000004927，公章，组织机
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兹有“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治安联
防大队”公章一枚，因保管不善已
遗失，现声明作废。
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治安联防大
队 2021年10月10日
●海口小浪花艺术培训学校（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60107567967
781E）不慎遗失财务章、法人章
（蒋卫海），声明作废。
●万宁市万宁中学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90060018056，声明作废。
●海南联大亿华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白国
用(1991)字第 173号和补发不动
产权登记证的通告
符金英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牙叉
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白国用
(1991)字第173号。经查，其持有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白国用
(1991)字第173号已经登报挂失，
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符金英的宗地有异议者，
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述，逾期视为无
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权利人补发
不动产权登记证的通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11日

声明
声明人王宇瑶，于2016年 7月与
其他投资人合伙成立海南龙之海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人为：陈忠
权。王宇瑶合计持有公司30万股
股票，占总公司股本 10%。自
2017年底以来，因海南龙之海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其他合伙人及法
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公司处于无
人管理状态。为了减少损失及防
止产生异常影响，王宇瑶现声明自
愿放弃持有海南龙之海水产养殖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并退出股东名
单，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如果公
司后期发生任何经济纠纷，均于我
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宇瑶
2021年10月9日

寻人启事
寻谈小江、谈小阳兄弟，见报速与
妈联系1539606931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1]238号

黄引旧、周爱莲现向我局申请土地

证遗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府城镇那央村委会新潭

村，面积为39.81平方米。经调查，

原权利人为周焕天，土地证号为海

口集用（2012）第007592号，已登

报遗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上

述土地证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

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

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

法补发上述宗地新的《不动产权

证》。特此通告。联系人：陈善森，电

话：65809395。 2021年8月29日

典 当

遗 失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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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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国兴一号商业楼招租
共三层，总面积4000m2，分别有

100-1500m2，可整租或分租。地

址：海口市青年路与海府一横路交

叉路口。电话：13078999940、

18976772420、13016213590。

●海口京海水泥供应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29365545-6，声明作废。
●澄迈县中兴镇旺商村委会旺商
村民小组遗失澄迈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中兴信用社基本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3075201，
声明作废。
●泉州市顺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儋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400MA5TJCJD69)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白石溪幼
儿园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34601070050223（1-1），声明
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云朵朵幼
儿园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34601070044186（1-1），声明
作废。
●海南优合国际旅行社公司遗失
一张签单，编号：7178083，特此声
明作废。
●陈焕义不慎遗失文昌春良实业
有限公司天域华府一期房的收据
（收据金款为492元整），收据号为
NO18316416，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新希望饲料销售部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武尚遗失海口电动车牌，车牌
号：海口177358，特此声明。
●江苏金马云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洋浦分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46900300053304）一枚、公司法人
章（江宗金，编号46900300075137）
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遗失
海南省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
据，收据编号：0084931，声明作废。
●盛庆伟（于2021年9月27日）遗
失居民身份证，证号：2310031989
08210518，特此声明。
●郑德寿、郑琳靖遗失海口市美兰
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登记
顺序号：0824,现场编号：BC5，声
明作废。
●庄雅娜不慎遗失父亲庄立国骨
灰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安
乐宫5架5行3号，特此声明。
●万宁市就业服务局遗失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市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1485601，声明作废。
●万蕾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6199001283920，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海南易尚昇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信用代码91469027MA5RED

U38W）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8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18938079972 唐俊绍

减资公告
海南植智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

用代码91469001MA5U287L2Q）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1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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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907581960 高德军

招 租

寻人启事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
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重
大部署，根据市政府的工作安排，我局于2019年6月启动《海口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编制工作，已形成《海口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0-2035）（公众版）》。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1年10月10日至2021年11月8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微信公众号；海南日报；
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zgjzgs@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
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93、68724394，联系人：周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公众版）》公示启事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委托，我公司对其依法没收的

周岳进、刘运嘉等人涉黑案件部分财产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s://hgjg.jd.com/#/two/7145）上在线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
具体为：1、定于2021年10月17日上午8：30分至2021年10月17
日17：30分止（延时除外）对刘运嘉、周岳进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财
产中的3辆车、部分饰品、木雕等进行拍卖；2、定于2021年 10月
25日上午8：30分至2021年10月25日17：30分止（延时除外）对
周岳进、刘运嘉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财产中的房产、车库、土地承包
经营权等进行拍卖；以上标的具体情况详见京东网拍卖平台上所

列清单及详情。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平台账号并通过实
名认证，并按清单要求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需认真阅读网络拍
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和其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与竞买。
此次拍卖标的是依法判决没收、折抵罚金财产，委托方及拍卖人对
其品质、真伪、瑕疵不做任何担保。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天止（节假日除外）。
标的展示地址：车辆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停车

场（加钗农场四队）展示，部分饰品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展
示，木雕、石雕等在海口市德育高尔夫展示，不动产在所在地展示。

咨询电话：0898-68551218、18689812120、15348876234
咨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房

借“医”行诈国家医保基金

这家取名“民泰”的医院被端了！
如果不是警方找上门，23岁的杨某并不知道，2018年底到2019年7月间，“自己”在四

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民泰医院住了五次院，共32天，医保报销12831.5元。
这个“90后”小伙，曾因急性支气管炎和肾结石，分别于2018年8月和10月到民泰医院

看过两次病，此后没再去过。然而，他留在这家民办医院系统内的身份和医保信息，被用于伪
造病历，骗取医保基金。

信息被冒用的不只杨某一人，随着宣汉警方深入调查，一个涉案金额近百万元的医保基
金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2020年12月25日，四川省纪
检监察部门将一条线索移交宣汉县
公安局——两名股东因分红不均，
举报宣汉县民泰医院通过虚构病人
病历、空挂住院床位等诈骗国家医
保基金。

接报后，宣汉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要求公安机关从严从快查
处。经前期研判，公安机关发现该
案涉及一个诈骗医保基金的特大犯
罪团伙。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牵头
成立专案组，对以犯罪嫌疑人王某
才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47名。

王某才，曾担任过宣汉县多家

卫生院院长。2015年在成都双流
仁岗医院（民营）担任业务院长期
间，他了解到可以通过虚假报销医
药费诈骗医保基金，于是动起了“歪
念头”。

2017年底，王某才邀约7人共同
出资，在宣汉县注册成立“宣汉民泰医
院”，医院内设市场部、护理部、检验科
等8个部门，工作人员共40余人。

经侦查发现，民泰医院核准床
位60张，但长期运行达90余张。
从纳入医保定点单位起，至2021年
3月21日，这家医院累计向宣汉县
医保局申报医保基金 1600 余万
元。截至2021年3月7日，宣汉县

医保局已向民泰医院下拨医保基金
共计1073.6万元。这些钱款，被该
院用于支付日常运行成本及股东分
红、市场部提成等。

经查，民泰医院运营期间，王某
才等人通过虚构165人挂名住院
228次，诈骗医保基金近百万元，其
他方式伪造病例骗取医保基金的涉
案资金正在核查中。

宣汉县公安局局长陈刚表示，
医院通过挂床、冒名顶替等手段骗
取医保基金，这种行为不仅使国家
利益蒙受损失，也让真正需要治疗
的病人，因医保卡被空挂不能入住
其他医院或购买保险。

“真正减轻群众负担，切实解
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高薪返聘三甲医院以上退休专
家团队、配置各种先进设备、免费
体检、低价治疗”……为了拉拢、
诱骗病人来就医，民泰医院编造
出种种噱头。

在王某才指挥下，医院安排市
场部人员在外拉“病人”，每人每月
任务量为20个“病人”。市场部及
医院职工每介绍一个“病人”，就能
提成300元。

这家医院的真实资质如何？
经调查，只有院长王某才和副院
长张某具有医师资格证，其他在
院医生均无医师资格，其标榜的

所谓“名医”多为盗用的虚假信
息。为了申报医保基金，民泰医
院这些披着白大褂的“医生”们，
大肆虚开多开药品、多开诊疗检
查项目、造假病历、多开住院天
数、空挂床位……

从成都中医药大学专科毕业的
阳某，在读期间就被招揽到该院实
习，成为检验科护士。她告诉记者，
王某才要求检验科配合医生，人为
调整病人检查系数指标，让病人“达
到”入院指标。

“一开始我觉得不妥，没有按要
求做，被批评了。”她承认自己一共
修改过11份血液检测报告中的白
细胞指标。

护理部以护士长李某为首的人
员，在王某才授意下，配合医生参与
假执行医嘱、造假护理记录、虚假计
费，并于当日销毁空挂床位、多开住
院天数产生的未使用的药品、耗
材。而后，该院医保办人员将所有
的“病历”按照医保要求整理成册并
申报国家医保基金。

“滴水不漏，多次逃避卫生主
管部门的督查。”办案民警尹万旭
说，他们摸索出一套“碎片化”骗
保机制，任何违规动作不留痕迹，
只是形成口头指令；各科室之间
不串门，医护、市场人员不私下联
系；伪造病历，在数据上传中避免
逻辑漏洞。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主体多、链
条长、风险点多、监管难度大。近年
来，医保诈骗呈高发多发态势，一些
定点医疗机构骗保，一批不法分子
倒卖药品骗保牟利。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至2020年底，全国医保部门
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1万家次，其
中查处86万家次，追回医保基金
348.75亿元，定点医药机构在医保基
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国家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
病钱”“救命钱”，通过非法手段骗取
医保基金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

公安部10月8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今年4月9日，公安部会
同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等部门
联合部署开展依法打击欺诈骗保专
项整治行动，截至9月底，共打掉犯
罪团伙 251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3819名，追缴医保基金2.3亿元。

公安部刑侦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全国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打击
诈骗医保基金力度，确保专项行动
取得更大成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提供诈骗医保基金犯罪线索，支持
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诈骗医保基

金犯罪工作，为守卫国家医保基金
安全贡献力量。

2021年5月1日，《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对
构建行政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
相结合的监管体制等作出具体安排。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民表
示，将医保基金全面纳入法治化监
管，不仅通过立法明确监管机构的
职责与监管程序，而且能从源头上
切断一些“骗保医院”骗取医保基金
的途径。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钱”，必须用在刀刃
上，花在明白处。这家名为“民泰”
的医院，披着救死扶伤的外衣，却干
着诈骗医保基金的违法勾当，必须
依法严肃查处，坚决打击。

近年来，各地诈骗医保基金案件
时有发生，骗保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打击治理工作任重道远。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堵塞漏洞、综合
治理，不断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法
治化水平，切实把老百姓的“救命钱”
看住、管好，让觊觎医保基金的“硕
鼠”无计可施、无漏洞可钻。

（新华社成都10月9日电 记
者任沁沁 熊丰）

行医中走“歪路”，民营医院借“医”行诈

招揽“病人”—虚开项目—申报基金，“一条龙”骗保

监管、打击两手硬，防止“救命钱”成“唐僧肉”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熊
丰 翟翔）记者9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期，
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厉打击以推广

“医保电子凭证”等为幌子，非法收集农
村中老年群众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恶意

注册贩卖网络账号的非法“地推”团伙。
截至目前，共侦破相关案件90起，打掉
团伙60余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50
余人，查获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60余万条、网络黑号4万余个。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受高额利
益驱使，少数“地推”团伙勾结不法分子，
在各地偏远农村以推广“医保电子凭证”
名义，非法获取农村中老年群众个人信
息，进而恶意注册各类网络账号并进行

贩卖牟利，严重损害群众合法权益。公安
部网安局部署贵州、广西等地公安机关循
线追踪，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对此类网络黑产

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良好社会秩序。
广大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切勿将手
机等物品交予陌生人私自操作，切勿
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

公安机关打击恶意注册贩卖网络账号“地推”团伙
抓获嫌疑人5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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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历史的广交会
首次发布吉祥物

新华社广州10月9日电（记者丁乐）第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9日正式发布蜜蜂“好
宝 Bee”和“好妮 Honey”作为吉祥物。两个开
心的吉祥物奔跑跳跃、伸展手臂，热情欢迎全世界
朋友，彰显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拥
抱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这是广交会自1957年创办以来首次发布吉祥
物。好宝，是男孩名，宝是Bee的谐音，意喻宝贵，
象征广交会是中国外贸发展史上熠熠生辉的瑰宝，
为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好妮，是女孩名，是Honey的谐音，意喻友好，
象征广交会是友谊的纽带、贸易的桥梁，是中国的
一张金色名片，为促进中外人民友好往来发挥着重
要作用。两个吉祥物姓名首字都是“好”，寓意卖家
好、买家好，中国好、世界好，好上加好。

10月9日，在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顺岸开放式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无人集卡车在运送集装箱。

当日，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山
东港口集团日照港建成启用。日照港将传统码头
改造升级为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实现了自动化
轨道吊“少跑路”、集卡车在堆场“自由行”，降低综
合能耗和成本。 新华社发（张进刚 摄）

山东日照港启用顺岸开放式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等
7个新职业国家标准颁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姜琳）继智
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之后，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联
合颁布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工业
互联网、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化管理师
等7个数字技术新职业的国家标准，为开展相关
从业人员培训评价提供了基本依据。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颁布的7个国
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突出相关职业领域的核心理论
知识、主流技术及未来发展要求，由低到高分为初
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对各等级从业人员的工作
领域、工作内容、知识水平、专业要求等职业活动进
行了规范细致描述，有的职业还划分若干职业方向。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迅速崛起，市场对数字技术领域从业人
员需求不断增长，适时出台相关国家职业标准，一
方面使得新职业的教育培训和人才技能鉴定有了
官方评价依据；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从业“门槛”，推
动相关从业人员按照规范提升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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