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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A09

中瓴·玺悦臺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江路西南侧，根据项目土地所
有权人申请，项目拟新建2栋高层住宅及1栋高层商业楼，总用地面
积9156.14m2，总建筑面积49421.13m2，地上建筑面积35099.15m2，
地下建筑面积14321.98m2（数据以最终批复为准），项目主要经济技
术指标符合法定控规要求，由于用地范围限制，项目自身局部日照
不足，退线不足，但未影响周边已建建筑日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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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至2022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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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日报；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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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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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瓴·玺悦臺项目建筑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9005执1338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符永新与被执行人王漫、王禄雄名誉权
纠纷一案中，因王漫、王禄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礼道歉
义务，现将判决内容公告如下：限被告王漫、王禄雄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对侵害原告符永新名誉权的行为在海南日报上刊登赔
礼道歉声明，刊登时间为一日，致歉内容由本院审核；如被告王漫、王
禄雄逾期未履行上述义务，本院将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判决书主要内
容，费用由被告王漫、王禄雄负担。自2019年1月17日以来，王漫、
王禄雄通过王漫微信公众号“漫天飞舞舞舞舞”持续发布文章，文章
中出现“伪造公证书所涉及到的金额5千多万元，公证员符永新拿什
么依据能够做出5千多万元的公证书？”“文书是2015年1月6日就
出具，但是2015年9月4日公证员符永新和黄远清还威胁王禄雄在
这份情况说明上盖章”“公证员符永新是怎样的配合诈骗分子的？”等
内容。王漫、王禄雄在没有有效证据证实符永新制作虚假公证文书的
情况下，发布符永新违规制作虚假公证文书的内容，王漫、王禄雄的
行为已构成对符永新名誉权的损害，造成了符永新社会评价的降低，
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因王漫、王禄雄据不履行赔礼道歉义
务，本院依法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土建项目将于近期招标，

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选

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二、代理范围：印刷中心土建工程（含施工、监理、第三方跟踪审计）项

目全过程招标，项目概算总投资：约38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
(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

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

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

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

理工作方案；(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

的基础上，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

构单位。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

月 24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伍先

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将

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
向社会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
有限责任公司。二、代理范围：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项目总投资：
约26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
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
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
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
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
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理工作方案；
(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的基础上，
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构单位。
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月
24 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
伍先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遗失声明
万宁礼纪莲花燕晖联通专营店不
慎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公司资金往来(暂收、
暂付)专用收据34张，票号：44472
817-44472850，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龙泉博士强联通营业
厅遗失押金条，编号：00001081，
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澄迈县永发镇长福村民委员会
后岭村民小组原组长(王世兴)印鉴
遗失，声明作废。
●洋浦优易捷港区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43753801，声明作
废。
●英州镇英州村民委员会龙门村
民小组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社开
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原
件，账号：211213001003500000
426，核准号：J6410006975303，
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塘口村民委员会
塘口上坎村遗失(王锡祥)法人章，
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万宁市山根镇财政所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3261301，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澜谱照明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
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846202，声明作废。

催收公告
王日升,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
2010年向我行贷款3900万元，于
2015年7月3日到期，该笔贷款迄
今尚欠本金3310万元，欠息1296
万元，你本人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及
保证人负有偿还上述债务的义务，
因目前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特向你
发出催收公告，请你在见报十日内
主动与我部联系并归还上述贷款
本息。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
业部

2021年12月7日

认婴公告
男，出生日期不详，2018年2月28
日早晨在东方市八所镇北黎河边
被发现，发现时身包一块红布，无
其它明显特征。现登报寻找该男
婴生父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
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依法
安置，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898-
25522572。

海南省东方市民政局
海逸广场一期(A)地下车库属于

公共配套公告
琼海大兴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的海
南省琼海市海逸广场一期(A)项目
的地下车库(4201.34m2)属于公共
配套，归全体业主共有。

琼海大兴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解散清算公告
文昌市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经股东会决议后
决定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
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
权。申报债权时请提供债权人相
关资料。 文昌市中小企业服务有
限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种业创新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现向公众

进行信息公告，详见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任晨鑫：

0898-88832621 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认婴公告
女，出生日期不详，2018年1月31

日在东方市八所镇第九小学旁东

面田地里被发现，该弃婴无明显特

征。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父母，于

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

来认领，逾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

告。联系电话：0898-25522572。

海南省东方市民政局

认婴公告
女，出生日期不详，2014年6月11

日在东方市八所镇红草村香蕉基

地旁的牛车路被发现，发现时女婴

放在一个塑料方筐里，身着一条连

体蓝色棉衣，无其它明显特征。现

登报寻找该女婴生父母，于公告之

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逾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25522572。

海南省东方市民政局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223-1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10日10

时至2022年1月11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s://auction.jd.com/haiguan.

html）公开拍卖：罚没的张清涉黑

组织涉案财产琼A370R5丰田汉

兰达等5辆机动车、琼D6UR53本

田摩托车、戒指两枚、手表两块、项

链一条、戴尔笔记本电脑一台、手

机七部。展示时间：1月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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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1天，于2011
年 11月 25日在海
口市琼山区椰海大
道双创广场大门处

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
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
置。联系电话：66268012。海口市
社会福利院 2021年12月22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4个月，于2018
年07月12日在海口
市椰海大道凤翔湿
地公园靠近美舍河大

桥处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
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
安置。联系电话：66268012。海口市
社会福利院 2021年12月22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生
约1天，于2018年07
月 30日在海南省海
口市秀英区杨府村内
南面被捡拾。婴（儿）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
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话：
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21年12月22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11223-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4日10
时至2022年1月25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zichan.jd.com）按现状净
价拍卖：海口市美兰区南宝路29-
9号华林广场A栋9层932房(建筑
面积 102.19m2)。参考价：182.96
万元，保证金：20万元。展示时
间：1月20日-21日。竞买人须登
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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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蓄能发电有限公司遗失文

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

号：（临）建字第469005201900207

号对应的报建方案文本，特此声

明。

●儋州市大成镇卫生院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68873

G50408051W，声明作废。

●梁江不慎遗失海南省医疗门诊收

费收据一张，票号为：0000589535，

金额为：577.76元 ，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房产管理局不

慎遗失海南昌江长江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488401，声明作废。

●文昌市羽毛球协会不慎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46900534808487

4T，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市礼纪镇人民政府不慎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正本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468878008211814C，声明作废。

●海南坤阳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K2

U83Q）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孙

海旭）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符娟不慎遗失海南农垦神泉集

团有限公司（南田农场）内部土地

承包合同书一份，合同编号为神泉

企（场、司）内包字【2017】AQ0195

号，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拍卖公告

通知
胡静宇：我与你2021年9月1日就

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儋州三巷4号

林善煌、林善照居民楼二至七层房

屋签订转租合同，现无法联系到

你，依据合同第五条第2款的约定

依法通知解除合同，限你自通知之

日起10日内搬离所属物品，逾期

不搬视为自动放弃。

王迎军 2021年12月23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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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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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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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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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亩建设用地转让
联系电话：18389686666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先生13853660113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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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