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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1年10月22日 星期五A15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1年10月22日至
2021年11月22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出让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对本公示
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协议出让：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
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

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

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15C
室。2、联系人：林先生 邢女士。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07610388。

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
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1年11月22日上午10
点30分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2日

文土告字〔2021〕30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1）-16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重兴镇光大村委会
槟榔水村地段

面积（m2）

928.01（折合1.392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供燃气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0.2

建筑
密度

≤15%
绿化率

≥20%

建筑
限高

≤12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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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1年10月22日至
2021年11月22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出让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对本公示
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协议出让：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
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
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

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

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15C
室。2、联系人：林先生 邢女士。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07610388。

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
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1年11月22日上午10
点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2日

文土告字〔2021〕29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9）-11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潭牛镇企堆村民
委员会美孝杨村地段

面积（m2）

1044（折合1.566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供燃气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0.2

建筑
密度

≤15%
绿化率

≥20%

建筑
限高

≤12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7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1〕25号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
通过，该宗地土地评估单价为1557元/m2（折合103.80万元/亩），土
地评估总价为4042.2663万元。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未利用地）转
用及征收手续时，占用农用地1.0081公顷（均为旱地），根据我市近期
异地补充耕地指标价格标准，旱地开垦费用标准为20万元/亩，则该
宗地耕地开垦费为302.43万元。再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的规
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适用标准为35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
为35.2835万元。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开垦费和耕地占用
税合计4379.9798万元。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4380万元。该宗
地采取“先租后让”方式供应，土地用途为科研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
限为50年，本次“先租后让”的租赁年限为5年，后续出让年期为45
年，土地总价款按以挂牌方式公开交易的土地成交价格确定。年租
金按土地总价款的5%确定，租赁期满转出让时应缴纳的协议出让价
款等于土地成交总价款减去已缴纳的租金。租赁期价款和租赁期满
转出让价款均为一次性缴纳。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
（试行）》第七条“热带高效农业、现代金融服务业、会展业、教育业类
项目供地，以及其他各类产业项目供应科研用地，不设定具体指标”
及第十二条“本控制指标在执行过程中，各市县及各产业园区为促进
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可以制定高于本控制指标的
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因此，根据2021年10月20日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出具的《关于科技城控规YK04-03-03地块竞买资格条件
及开发建设要求的函》（三科技城函〔2021〕1162号），确定该宗地五

年租赁期内的投资强度指标为不低于650万元/亩（含土地款，不含
有关税费），年度产值指标为不低于20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
不低于37.5万元/亩。五年累计投资强度不低于26000万元人民币
（含土地款，不含有关税费），五年累计纳税总额不低于3000万元人
民币；五年累计产值收入不低于160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出让控制
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
内容的组成部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对接，充分知晓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并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出具书面承
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将严格按照该宗地《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规定的要求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同
时，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
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竞得人应当在租赁期满前6个
月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提出考核评价申请，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对准入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经考核评价合格，
达到履约条件的，由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协议出让方式办
理用地审批和土地登记等手续；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允许竞得人限期
整改，整改期最长不超过1年。整改期满考核评价仍不合格的，不得
办理协议出让土地手续，市人民政府可依照合同约定收回土地使用
权，处置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并追究竞得人相关违
约责任。2.竞得人可持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土地租金及相关税费

缴纳凭证等，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同时，竞得人可持租赁的不动产
权证书依法办理规划报建等手续。3.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
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
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
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4.竞得人未依照土地使用
权租赁或者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的，不得转租、转让
土地使用权。同时，竞得人应当按照土地租赁和出让合同约定的用
途使用土地，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竞得人未按照合同约定
缴纳租金、土地出让金或者不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擅自转
租、转让、改变土地用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追究法律责
任。5.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低
于50%，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三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要求执行）。6.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
10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或通过其他方式变相
对外整体或分割销售。7.该宗地项目在设计全过程中使用BIM技术
进行设计，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报建时，应按三亚崖州湾科技城BIM
交付标准提交相应阶段的BIM模型及相关设计成果，并在项目施工
过程中按照《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关于印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智慧工地”建设的指导意
见〉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智慧工地”建设标准〉通知》（三科技城
〔2020〕279号）的要求对建筑工程实行智能化管理。8.在本宗土地
上禁止进行“类住宅”建筑设计。平面功能标注不得出现诸如“公
寓”、“卧室”、“客厅”、“阳台”、“飘窗”、“厨房”等住宅类功能描述，不
得设计成单元式办公、公寓式办公等“类住宅”建筑，不得在室内设置
居住空间、厨房、凸窗以及独立阳台等，不得设计复式空间及挑高空
间，不得利用层高进行潜伏设计，不得预留、违规增设可作为住宅用
途的排水、排污、排烟及燃气等管道,在规划设计上应具备公共建筑
的外立面形式与特点，公共卫生间和茶水间应按层集中设置，公共阳
台(含露台)及各类型管井、烟道、风井等应集中设置,项目联合竣工验
收后功能及用途不得改做他用。9.本项目应按照《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精细化城市设计》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精细化城市设计导则》要
求及规划设计条件进行方案设计和实施。10.本项目其他开发建设
要求，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关于科技城控规YK04-03-03
地块竞买资格条件及开发建设要求的函》（三科技城函〔2021〕1162
号）规定为准。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
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深远海风电
技术研究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从事风电装备制造并具备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
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

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
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根
据2021年2月1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对《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
于调整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竞买保证金缴交比例、土地出
让金缴纳额度及缴款时间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精神，该宗地竞
买保证金为人民币2628万元整（即挂牌出让起始价的60%），竞买人
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16日。若5
年租赁期价款低于竞买保证金时，则竞得人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在
扣除租赁期价款后，剩余部分予以退还。同时，竞得人应自《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先租后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
租赁期价款（年租金按土地总价款的5%确定，租赁年限为5年）。逾
期未付清全部租赁期价款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
并由竞得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1年10
月24日至2021年11月19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
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
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
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 11
月19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 11 月 19 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21年11月12日09时00分至2021年
11月22日10时00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
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
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
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
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
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
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
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
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
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
更公告为准。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联系
人：赵先生（13807527707）；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
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2.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1日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以挂牌方式办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规YK04-03-0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先租后让”手续的批复》
（三府函〔2021〕840号），经市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规YK04-03-
03地块，CGCS2000坐标系面积25961.89平方米（海南三亚平面坐标系面积25938.20平方米），用地性质为科研用地（用地代码：A35），对应
土地用途亦为科研用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21年9月29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
规YK04-03-03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YK04-03-03地块内约26093平方米用地土地的征收补偿工作已完成。三
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
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市崖州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
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控规编号

YK04-03-03

合计

注：控规YK04-03-03地块配建停车位为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其所在片区海绵城市建设指引的相关指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5%，其他规划指标详见分图则。

土地面积
（m2）

25961.89

25961.89

用地规划性质

科研用地
（用地代码：A35）

/

土地用途

科研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50

/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
/

建筑高度
（m）

≤50
/

建筑密度
（%）

≤40
/

绿地率
（%）

≥40
/

评估单价
（元/m2）

1557

/

评估总价
（万元）

4042.2663

4042.2663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根据

招生计划，2022年我校拟招收MPA全日制研究生35名,非全日制研

究生138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 网上报名：2021年10月5日至25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s：//yz.chsi.com.cn或 https://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想

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详细招生简章网址：海

南大学 MPA 教育中心 https://hd.hainanu.edu.cn/mpa/ 邮箱

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22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对持有的债务人为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2021年10月21日（基准日），拟转让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 124,
978,380.08元。债权计算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可能产生的按合
同约定计算的违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
次处置范围内。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约
定计算截至基准日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
的承诺。上述债权抵押物为住宅、商铺；质押物为股权、上市公司股票；
并有自然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
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所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有效期自2021年10月22日至2021年11月18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

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营销、处置公告

遗失声明
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29366642-X）及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鑫厚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D

DB07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民和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20001508201，声明作废。

●符世集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一本，档号为：351，声明作

废。

●郑爱英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一本，档号为：4896，声明作

废。

●苑婉琳不慎遗失准迁证，编号：

琼准字01198745号，声明作废。

●海南福康橡胶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韩畴不慎遗失华能海南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一本，现声明作

废。

●定安县新竹镇月塘一村民小组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7859201，法人（王成贵）

私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南海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发票章一枚，声明作

废。

●临高县多文华顺中移分店不

慎遗失押金收据一张，编号：

HNLGZ021，金额为：7300 元，

特此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打显村

第四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 符 败 也 （ 身 份 证

460031193203042424）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经营权证编

号：469026100202010004J，流水

号：000004，特此声明。

●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卫生院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73G50408828W，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美象（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X

GU3D）经股东会议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155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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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李先

生，0898-66551962。

减资公告
财学教育（海南）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P8U

1XC）注册资本由200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原债权债

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泰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2011889）拟向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

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022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1日10
时至2021年11月2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zichan.jd.com）公 开 拍
卖：1、罚没的张清等人涉黑组织涉
案酒水一批、琼A0RJ77大众途观
车辆、琼ANF589五菱荣光车辆、
手机一批（分4组）。2、罚没的罗
周忠涉恶犯罪团伙涉案手机 2
部。展示时间：10月 28-29 日。
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并实
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8689568397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2000年种植水晶杨桃树出售
位于澄迈县，联系人：许女士
13627529666。 海南绿屏热带
天然林保护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景端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212MA2H7Q9W46)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金人民币壹亿元减少至人民币

伍仟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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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晶

联系电话：18016765627

减资公告
海南智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C88H8D）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壹仟万圆整

减少至贰佰万圆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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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谭君成，联系电话：

18976444480。

●李松茂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房
屋他项权证书，证书：儋州房马井
他字第04544号，现特此声明。
●海南链拾捌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李德双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水云山庄 11 栋 207 房收据肆
张，号码为：0006132、0011427、
0001374、0000363，声明作废。
●海南北宸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2MA5TRQBT8R）不 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万宁永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
作废。
●海南博智彩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组
委会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新创意食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400MA5TJ5TG54）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绿谷数字科技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路骏钢材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公告送达

公告
琼海嘉积美妆健康调养护理中心：

本委已受理刘莉、肖霞、王雪雪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定劳人仲案字﹝2021﹞

第36、37、38号的开庭通知，限你

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

领取开庭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1年11月24日15时

在定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仲裁庭并庭审理此案（定安县就

业与社保服务中心三楼，联系电

话：0898-63832981）。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依法缺席裁决。

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定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21日

厂房仓库出租、土地合作
儋州木棠镇和白马井两处厂房仓

库出租，占地分别为100亩、200

亩，厂内建筑约2万平方米（含办

公楼、宿舍）。另有临高马袅湾农

业用地出租，电话：18689982157。

出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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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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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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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