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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成美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现声明
作废。
●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财务章，负责人私章
（郭军），声明作废。
●符家志、符标亿遗失座落于文教
镇联东路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国用（96）字第 1300530
号，声明作废。
●符家志、符标亿遗失座落于文昌
市文教镇联东路20号房产证，证
号：01469，声明作废。
●海南通凯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镇风雅村民委员会

基本户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证

号:J6410006767701，账 号 为 ：

210809001003500000233，特声

明作废。

●三亚天天顺超市不慎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2000035832，声明作废。

● 文 武 义 ( 身 份 证

460031195502100013)保管不善

将房权证昌房字第05878号房屋

所有权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 黄 智 俊 ( 身 份 证 号 码:

460100197204071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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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0128

的拍卖成交确认书遗失，声明作

废。

●万宁长丰凯旋日杂店不慎遗失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号:469006100133，声明作

废。

● 宋 建 国 ( 身 份 证 号 码:

230805196612151017)遗失海南

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

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08的会

员转让过户申请书，声明作废。

●海南霖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五指山通什优越百货店遗失发

票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儋州解放北4G数码城电信服务

点遗失海南电信资金往来专用收

据存根一张，票号：2998123，声明

作废。

公告
一、招标项目：海口西建统发绿色建
材产业园项目挡土墙（含土石方）工
程。二、投标人资质要求：独立法人
单位、不接受联合体；具备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三、
报名时间：2021年11月30日截至，
逾期不再接受投标单位的报名；报名
方式：通过“云筑网”网址https://
www.yzw.cn进行报名。四、联系
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南海大道西延线5公里海南盛鑫
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15111132999 罗工

海口西建统发绿色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124-1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日10
时至2021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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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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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一组。
说明：机动车采取无底价拍卖。
展示时间：11月29-30日。
竞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并实
名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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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格智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85Y8B）考 虑

到本公司发展战略的调整，经股东

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500万美元减少至200万美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

程序减少注册资本。特此公告。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海南交规网络工程有

限公司定于2021年12月09日上

午九点在海南省海口市白龙南路

33号盛达嘉苑B栋1楼召开股东

大会。股东大会的议题为：讨论决

定本公司营业期限变更事宜。未

出席会议的股东，视为自动放弃表

决权，望各位股东准时参加。联系

人：吴女士 13876801001。

海南交规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 陈 玮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220104195712240024，声 明 作
废。
●澄迈庆吉耀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黄惠琴遗失熙然女装合同保证
金收据2张，收据编号：4129772，
金 额 ：1410 元 ；收 据 编 号 ：
5175476，金额：6974元，声明作
废。
●陵水兆康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 张 阳 ( 身 份 证 号 码:
513701198809040124 )于 2016
年10月3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秀
英院区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
失,编号: Q460066214，声明作
废。
●海南帝豪家具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工商企合琼海字第190008号，现
声明作废。
●林尤道遗失林尤道商住楼原报
建设计文本，特此声明。
●海南信兴电器有限公司三亚分
公司遗失定期检验报告，设备号:
F8N09674，声明作废。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会
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947603，开 户 编 号:
641000575889，声明作废。
●何文夏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
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临）建字第
469005201800236号，特此声明。
●林书辉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临国用（01）字第4084号，声
明作废。
●海南美年和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4601060351206，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减资注销

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陵竣建材有限公司拟向陵水
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中土汇鑫(海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8R7711)经股东
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800万
元整减少至1080万元整。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东方众大生态渔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0825413528）经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三千万元人
民币减至一千万人民币。请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申请，要求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本公司依法
减资，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金悦达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HHAB3T)注册
资本由原1亿元减至3000万元，
其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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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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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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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临街商铺一、二楼整体出租
位于海口市龙昆南75号新华文化

广场一、二楼商铺整体出租，总面

积2642平方米，可用于商场、超

市、办公、培训等，价格面议。

有意者请联系：

卢先生13876813103

商铺出租

管道工程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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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124-2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9日10

时至 2021 年 12月 10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

台（http://zichan.jd.com）进行净

价拍卖：儋州市人民西路电力村A

栋401房（建筑面积77.09m2），参

考价：21.5616万元，竞买保证金：

2万元。展示时间：2021年12月6

日至7日。特别说明：该房产不能

办理产权过户。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

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

买须知》。电话：15607579889 王

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

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总包诚招合作供应商资源
本公司有大量地产业务，应业务需

求，需诚招合作劳务班组。

一、要求：

1、土建类：三包劳务班组，需有中

建系统合作业绩

2、消防劳务班组：有协调验收能力

3、装修单位：有一线房企合作经验

4、园林单位：有一线房企合作经验

5、智能化单位：有一线房企合作经验

二、工地地点：临高、儋州、琼海等

三、联系人：

丁先生13976259721

蔡先生13876063677

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项目位于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41号，一期总用地面积27818.79m2，总建
筑面积 181472.08m2。项目一期（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60100201900197号）批建两栋办公（1#、2#楼），四栋住宅（3#、4#、
5#、6#楼）及底层商业。现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住宅（3#、
4#、5#、6#楼）及底层商业和住宅部分相应地下室已建设完成且封顶
检查合格,相应绿化、道路、停车位等配套以及安全隔离设施的设置
已完成。现拟对已建成的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住宅（3#、
4#、5#、6#楼）及底层商业和住宅部分相应地下室先办理分期规划核
实手续。为了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分期规
划核实按流程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2021年11月24
日-2021年11月30日）。2、公示地点：“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
一期”项目门口。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箱请发送到：
zhuxingjun@cmhk.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海口市龙华区滨海
大道105号百方大厦6BC，邮编570100；（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
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异议；（4）咨询电话：15826105955，联
系人：朱兴俊；（5）监督单位：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电
话：0898-68911737，邮箱：zzgjxyfjgs@sina.com。

中国外运海南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关于“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
分期规划条件核实的公示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项目
分两期开发建设，两期均于2017年6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结合施工
图审，优化一期A8栋及二期A9栋户型，调整后一期总建筑面积为
31046.95m2，地上建筑面积为18553.25m2，地下建筑面积调整为
12493.70m2，计容面积为17735.40m2，建筑密度调整为14.89%；二
期总建筑面积为26241.57m2，地上建筑面积为14785.51m2，地下建
筑面积为11456.06m2，计容面积为14402.78m2，建筑密度调整为
14.89%。调整后各项指标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1月24日至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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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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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鸿洲江山G4、G5、H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蘭园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岛环岛路东南侧，拟新建6栋地
上11层，地下1层住宅，总用地面积为17756.19m2。项目拟采用装
配式技术进行建造，项目已通过市住建部门组织的装配式建筑专家
评审会，装配率符合《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
地上建筑面积3%的建筑面积奖励，奖励面积为638.62m2（奖励面积
不计容容积率），奖励后拟建总建筑面积34328.94m2，地上建筑面积
23814.17m2，地下建筑面积10514.77m2（数据以最终批复为准）。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1月24日至12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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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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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蘭园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骏豪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金龙路南侧，项目于2015年4月批
建。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雨棚造型、建筑单体平面、地下室车位布
局及总平面图出入口等内容。方案调整后，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
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1月24日至12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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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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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骏豪广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7天
感染率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每10
万人新增确诊病例达到399.8例，相
比22日所报的386.5例大幅增加。

数据显示，德国前一天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45326例，比一周前的单日
数值32048例大幅增高，累计确诊
5430911例；新增死亡病例309例，

累计病亡99433人。
德国正遭受第四波疫情冲击。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新数据模型显
示，若不进一步采取防疫措施，德国
将遭遇第五波疫情。

面对凶猛疫情，德国各州近期纷纷
出台措施。最广泛实施的是“三证出示
其一”的规定，即进入餐厅、电影院、健
身房等休闲场所时必须出示完成新冠

疫苗接种、感染新冠后康复或近期新冠
检测结果阴性这三种证明之一。

施潘23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
呼吁在更多公共场所实施这一规定。

德国一些疫情严重地区已经要
求民众进入办公场所和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也必须“亮证”。

施潘说：“疫情不只是严峻。在
德国一些地区，疫情正变得剧烈。我

们不得不四处转运病人，因为重症监
护病房已经住满，而这不仅仅影响新
冠患者。”

随着德国等欧洲数国成为全球
新冠疫情“震中”，是否重新采取全面

“封禁”等严格措施成为热议话题。
德国邻国奥地利 22 日起实施“封
禁”，成为西欧首个再次全国“封禁”
的国家。

德国疫情不只是严峻 一些地区正变得剧烈

德国疫情急剧恶化或重新“封禁”
欧洲疫情堪忧 美国对德国、丹麦发最高级别旅行警告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将上述两
国旅行警告级别升至最高级意味
着当地新冠病毒传播风险“非常
高”。四级旅行警告的标准为，过
去28天每十万人口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500例。

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民众避免前
往旅行警告级别为四级的目的地，
如果必须去，应完成新冠疫苗全程
接种。

美国疾控中心目前将全球约75
个目的地列为旅行警告四级，包括奥

地利、英国、比利时、希腊、挪威、瑞
士、罗马尼亚、爱尔兰和捷克等不少
欧洲国家。

丹麦疫情近期同样反弹，12日
报告新增确诊4593例，刷新最高纪
录；22日报告新增确诊3810例，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45万例。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主任汉斯·克卢格4日警告，欧洲及
一些邻近地区国家今年冬季可能会
有5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美将两国旅行警告级别升至最高意味着当地病毒传播风险“非常高”

德国卫生部长延
斯·施潘23日说，德国
新冠疫情变得“剧烈”，
需要采取更多防疫限
制措施，不排除需实施
“封禁”。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美国国务院
22日把德国和丹麦的
新冠疫情旅行警告级
别提升至四级即最高
级，建议民众避免前往
这两个欧洲国家。

法国总理府22日说，总理让·卡斯
泰当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现处
于隔离状态。当天早些时候与他会晤的
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等官员成
为密切接触者。

总理府说，卡斯泰在得知他的一个
女儿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立即接
受”核酸检测。他将调整日程，以便在今
后10天隔离期内继续工作。

总理府没有说明卡斯泰是否出现感
染症状。

美联社报道，卡斯泰22日上午到访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晤德克罗。与
会官员包括比利时外交、国防、司法、内
政大臣。法新社报道，法国内政部长热
拉尔德·达尔马宁、欧洲事务部长克莱
芒·博纳等多名高级官员与卡斯泰同行。

比利时总理府说：“鉴于首相德克罗
会晤了法国总理，他已立刻停止活动。”
德克罗和4名大臣定于24日接受新冠病
毒检测，并在等待结果期间自我隔离。

卡斯泰先前从未感染新冠病毒，并

于今年春天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妻子去年感
染新冠后康复。

法国近期疫情反弹严重。截至22
日的7天日均新冠确诊病例大约1.85万
例，创今年8月27日以来新高。22日新
增住院300例，创8月23日以来新高；新
增死亡97例，为9月21日以来最高。现
有重症1409例，为9月30日以来首次超
过1400例。

李彦南（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总理确诊新冠 比利时首相成“密接”

11月2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恐袭纪念雕塑前，法国总理
让·卡斯泰（左）和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向2016年布鲁塞
尔“3·22”恐袭遇难者献花致哀。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这是11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大楼。

美国总统拜登22日提名杰罗姆·鲍威尔连任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若提名获国会参议院批准，
鲍威尔将于2022年2月开启第二个4年任期。

新华社发（沈霆 摄）

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

美研制出高性能全息相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参考消息》23日

登载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几乎可以透视任何
东西的全息相机被研制出来》。报道摘要如下：

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照相机已被研制出来，它
几乎能够透视任何东西，包括墙角、雾霭，甚至人
类肌肉和骨骼。

由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
的研究人员研制的这一装置采用了一种名为“合
成波长全息摄影”的技术。这种技术不但在非侵
入性医学成像方面具有明显的潜力，它还存在广
泛的应用前景，其中包括建立汽车预警导航系统
以及在密闭空间进行的工业检查。

该相机目前还是一款原型机，需要长达10年
时间才能成为商用产品，部分原因在于获得医学
批准需要时间。

保加利亚一大客车起火
至少45人死亡

新华社索非亚11月23日电 保加利亚内政
部23日发布消息说，当天凌晨，保加利亚西部斯
特鲁马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客车起火，造成包括12
名未成年人在内的至少45人死亡。

保加利亚国家调查局负责人萨拉福夫介绍，
出事车辆隶属北马其顿共和国的一家旅游公司，
初步确认被烧毁的大客车上有52人，其中12名
未成年人。目前7人暂时确认没有生命危险，已
送医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