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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嘉积新华讯电子元亨二店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范婷婷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与分
期还款收据1张，合计2张，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10栋607房，
收据编号为DF：0003641，金额:
150000元整；分期还款收据编号
为：0001216，金额：94948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史洪亮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9栋1206
房，收据编号为：0002393，金额:
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张启符、张志昕不慎遗失东方广
华实业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2
张，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11
栋 2101 房 ，收 据 编 号 为 DF：
0006538，金额:10000元整；收据
编 号 为 DF：0007297，金 额 ：
354359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市东阁镇人民政府法人代
表邓德雄不慎遗失个人私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鑫红雷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戈 丹 遗 失 警 官 证 ，警 号 ：
098680，声明作废。
●马宏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土福湾万通中堂度假村6#楼803
房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9〕陵
水县不动产权第0003112号，声
明作废。
●董运雄遗失坐落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文罗镇文英村委会老灶村小
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
号：469028105201100001J，特此
声明。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0127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2月14日上
午10时至2022年2月15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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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的卢五雄涉恶犯罪团伙涉案财
产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
359-1号伟业·椰海尚城 6号楼
401房（建筑面积137.91m2）。参
考价：180.2227万元，保证金：36万
元，展示时间：2月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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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8689568397，联系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文昌市公证处公示
我处因受理张秋玉、邢增孔申请办
理继承邢益仿遗留的坐落于文昌
市文城镇新风路325号第五幢603
房【证号：文房证字第41000号】遗
产公证，为保护利害关系人权益现
予公示，请利害关系人在公示的十
五天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我处提
出，逾期，我处将依法办理。

公告
王书国，男，琼海人，1964年10月
1日出生，住海南省琼海市。请你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来公
司就海南大印保税物流园区项目
结算工程材料款、结清欠款、税款
等。否则后果自行承担。联系人:
谢越武、李长春（18773410043）
湖南禹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

2022年1月28日

●海南琼汇鲜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01081928003，声明作废。
●刘珍珍不慎遗失于2016年1月
15日在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龙湖
派出所开具的准予迁入证明表，编
号：琼00495694，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白马井镇英丰村委会丰
头新村第二村民小组不慎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白
马井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9966301，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新龙镇那斗村符玉光卫
生室遗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营业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22629501，账
号：1009769600000145，声明作
废。
●海南海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1
MA5TTM051K）遗失公章，现声
明作废。
●段峰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有
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8栋1907房，
收据编号为DF：0006308，金额：
501759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韩治纲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8栋1702
房，收据编号为DF：0002567，金
额：2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张欣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有
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1栋805房，
收 据 编 号 为 ：0002813，金 额:
5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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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3月2日下午两点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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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7日

公告
海南阿拉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刘元策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171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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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3月23日上午九点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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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7日

公告
海南吉米哆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翁振汉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264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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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3月7日上午九点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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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7日

更正公告
我司刊登在2022年1月20日《海
南日报》A14版公告中的“特别说
明：第2项现更正为：2．本次按现
状净价拍卖的钢筋为凤凰岛二期
项目拆除工程拆除剥离的钢筋，存
在剥离未净，均带有大小不等的砼
块。须由竞得人按要求过磅运输
到其他地方自行剥离并承担过磅
费用。”原公告其他事项不变。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7日

减资公告
海南天网云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
DFMP7L）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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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江 鸿 ，联 系 电 话 ：
1860298393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琼山区三峰路23号惠
吾住宅楼用地权属异议征询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2〕33号
拟确权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
峰路23号惠吾住宅楼，面积为168
平方米。拟将上述宗地所有权确
认为国有土地。凡对上述土地权
属有异议的，请在我局公布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
据到我局琼山分局申述，逾期不主
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确权。特此通告。
电话：65809395（许秋燕）。

2022年1月28日

公告
海南索思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鹏上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209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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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省越野行走协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60000MJP100786J）
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协会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陵水一起财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MA5T1
C1N5E）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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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省民用爆破器材行业协会拟
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协会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口腔义齿行业协会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协会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精耕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460100000272663）拟
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政协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拟
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合同专
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联合复邻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7
W8J49）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高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1468838730088905X，
现特此声明。
●符史雄遗失坐落于土桥圩新建
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
国用（红旗）字第0059号，声明作
废。
●张志华遗失海南大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阳光金典项目
15-2#1502房的购房收据，收据
号码：9043468，金额：155万元，
声明作废。
●海南新艺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WRXG17）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洋（刘青春）不慎遗失海南景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清
水湾3号三期K3603收款收据两
张，系统票据号：3000233（金额
2300.00 元）、系 统 票 据 号 ：
3000334 （金额 974812.00 元），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更正公告

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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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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热线：66810888

二、竞买人资格及要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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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体竞买。（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
在临高县境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
加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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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2年1月28日至2022年2月25日到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报名期限：2022年1月28日～2022年2月25日
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在2022年2月25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2年2月
17日8:30；截止时间：2022年2月28日9:3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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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
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

8:30至11:30 ，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
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拟作为装配式建筑产业使用，
出让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海南临高金牌港开
发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二）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临高县工业和信息服务中心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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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
地和管理土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
利和义务。（四）土地出让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
年度产值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达产时
间为土地交付后2年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18976767729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8日

地块编号

金牌港JP2021-06号地块

位置

临高县金牌港园区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面积
（m2）

53553.5

使用年限

50年

容积率

R≥0.8
建筑系数

≥4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m
起始价
（万元）

170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700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自然资告字〔2022〕02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二、公告有效期
20天（工作日）

三、受理征询及异议有效期
20天（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及时

与我司联系。

四、交易对象资格和交易条件
（一）本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

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提供相关资质及证明文件。

（二）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383603

电子邮箱：yukefan@cindahk.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185号16A

六、对排斥、阻挠征询异议的举报方式
邮箱：caihong@cindahk.com

七、其他
项目转让所产生的律师费、手续费、税费等，由买家承担。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实际应以相关法律文书或项目资

产资料的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任何要约或承诺。

欢迎投资者致电或来函洽谈。

中国信达（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1
2
3
4
5
6
7
8

E
E
E
E
E
E
E
E

3103
3102
3101
2903
2902
2901
2703
2702

两房两厅三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三房两厅四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三房两厅四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两房两厅三卫

145.34
144.00
198.52
145.34
144.00
198.52
145.34
144.00

序号栋 房号 房型 实测面积（m2）

中国信达（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对三亚半山半岛四期E栋23套住宅的处置公告

一、拟处置住宅基本情况
中国信达（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拟处置持有的位于三亚市吉阳区鹿岭路半山半岛四

期E栋精装住宅23套。宁波信达华建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住宅享有完整所有权，房产上无抵押等权利负担。具体房产信息见下表：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
E
E
E
E
E
E
E

2701
2503
2502
2501
2303
2103
2101
1903

三房两厅四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三房两厅四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三房两厅四卫
两房两厅三卫

198.52
145.34
144.00
198.52
145.34
145.34
198.52
145.34

序号栋 房号 房型 实测面积（m2）
17
18
19
20
21
22
23
合计

E
E
E
E
E
E
E

1902
1901
1703
1702
1701
1502
1501

两房两厅三卫
三房两厅四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三房两厅四卫
两房两厅三卫
三房两厅四卫

144.00
198.52
145.34
144.00
198.52
144.00
198.52
3758.88

序号栋 房号 房型 实测面积（m2）

新华社纽约1月26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和北约26日
分别向俄罗斯递交了有关安全保障问
题的书面回复。俄官员表示，有关回
复不能令俄罗斯满意，俄方不会接受。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6日发布消
息说，俄副外长格鲁什科当晚应约会
见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沙利文向俄
方转交了美国政府对俄此前提出的双
边安全保障协议草案的书面回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美国务
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在书
面文件中提供了一条通过外交方式解
决乌克兰问题的路径，表达了对“俄方

行动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安全”
的担忧等。

布林肯表示，美方对与俄对话持
开放态度，希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乌
克兰问题，但俄罗斯需要“缓和对乌
克兰的进攻”、“停止过激言论”，并本
着对等原则参与关于欧洲未来安全
的讨论。他期待近期与俄外长拉夫
罗夫就美方提议以及双方下一步行
动进行对话。

针对美方的书面回复，俄罗斯联
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扎巴罗夫说，美方的回复
不能令俄罗斯满意，俄方对此不能接

受，“华盛顿正走向直接对抗”。俄罗
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尼科诺夫表示，美方没
有在书面回复中对俄方关切做出任何
回应，这样的回复毫无意义。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当天
通过俄驻比利时大使馆向俄方递交了
有关安全保障问题的书面回复。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6日
晚在记者会上证实北约已递交书面回
复，表示北约不会在事关安全的原则
问题上妥协，将继续致力于集体防御
承诺。

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罗斯和北约

重新设立各自办事处，充分利用军事沟
通渠道提高透明度并降低风险。他说，
北约寻求通过对话找到政治解决方案，
同时也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当天早些时候，拉夫罗夫在俄国
家杜马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时表示，
如果西方针对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
建议没有建设性回复，且继续其“侵略
路线”，俄将采取必要对策。

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加
速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
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美国、乌克兰
和北约表示俄罗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
地区集结重兵，有“入侵”之势。俄方

予以否认，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边境
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
卫领土。

去年12月，俄罗斯曾向美国和北
约提出并公布两份安全保障协议草
案，要求美国和北约做出明确回应。
今年1月10日至13日，围绕乌克兰等
问题，俄罗斯曾与美国、北约等举行对
话，但没有取得实际成果。21日，布
林肯和拉夫罗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
谈，美方在会谈中同意就俄方关切的
问题在未来一周内做出书面回复，俄
方表示将在收到书面回复后决定下一
步行动。

美国和北约就安全保障问题向俄罗斯递交书面回复

北约：不会妥协 俄方：不会接受

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27日电（记
者张继业）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27日
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法律修正
案，同意取消哈首任总统、民族领袖纳
扎尔巴耶夫哈安全会议终身主席和哈
人民大会终身主席两项职务。

据哈通社报道，议会上院当天审

议并通过议会下院提交的对《安全会
议法》和《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法》的
法律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取消纳扎
尔巴耶夫上述两项职务。下院此前已
通过这两项修正案。

议会上院当日还审议并通过“关
于首任总统－民族领袖”宪法修正

案。修正案中去除了国家制定大政方
针需与民族领袖协商的条款。上院当
日将此项宪法修正案转交议会下院审
议，如获下院通过则可直接提交哈总
统托卡耶夫签署。

根据哈萨克斯坦现行法律，法律
修正案经议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总

统签署生效。
据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网站此前

消息，纳扎尔巴耶夫本月18日在首都
努尔苏丹发表视频讲话时强调，2019
年他将总统职权移交托卡耶夫，自那以
来他已退休。托卡耶夫是安全会议主
席，哈民众应支持托卡耶夫进行改革。

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成立于1995
年，以促进哈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实现
共同发展繁荣为己任，在维护社会稳定
和保障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哈萨克斯坦安全会议为宪法机构，负责
保障政策实施及内部稳定，保护宪法秩
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家利益。

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通过法律修正案

取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两项终身职务

这是1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大楼。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6日宣布维持联邦基金
利率目标区间在零至0.25%之间，并表示很快上
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将是适当的。 新华社发

美联储维持利率水平不变
或将很快加息

乌克兰军工厂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据新华社基辅1月27日电（记者李东旭）乌克
兰内务部27日发布消息说，当天凌晨，位于乌东南
部第聂伯罗市的“南方机械制造厂”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肇事者已被当地警方逮捕。

乌内务部说，“南方机械制造厂”一名负责警
卫的国民卫队士兵当天在换防时“不知何故”突然
用AK-47步枪向一群执勤人员开火，之后携枪
逃离现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枪击发生
时，现场共有22人，枪击共造成4名士兵和1名平
民身亡，另有5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南方机械制造厂”是乌克兰国营航天器材、
导弹和电力设备制造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