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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21日下令俄军取消攻打马里乌波尔
市亚速钢铁厂的计划，并要求俄军继
续封锁亚速钢铁厂。乌克兰总统办公
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20日在社交媒
体发布视频讲话说，俄军当天对哈尔
科夫州、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等多地
发起猛攻。

——普京21日在克里姆林宫会
见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绍伊古汇报了
俄军攻打马里乌波尔市的相关情况。
绍伊古说，俄军已控制除亚速钢铁厂
外的整个马里乌波尔市，2000多名武
装人员被“牢牢地”封锁在亚速钢铁厂

内。普京听取汇报后，下令俄军取消
攻打亚速钢铁厂的计划。他说，取消
进攻计划是为了保护俄军人员的生
命。普京要求俄军继续封锁亚速钢铁
厂，不让任何被封锁的武装人员逃脱。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
交部独联体事务第二司司长波利修
克 20日说，当所有任务完成后，俄
军的特别军事行动将结束。这些任
务包括：保护顿巴斯地区的平民、乌
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消除
北约国家利用乌克兰领土给俄方造
成的威胁。

——俄罗斯国防部21日通报说，
乌克兰军队用“圆点-U”导弹袭击了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镇一家私
人家禽养殖场。俄国防部说，乌军使
用战术导弹打击养殖场是犯罪行为，
威胁平民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
科夫20日晚通报说，自开展特别军事
行动以来，俄军共摧毁乌军140架飞
机、106架直升机、498架无人机、254
套防空导弹系统、2397辆坦克和其他
装甲车辆、261台多管火箭炮、1038
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以及2244辆特
种军用车辆。

——阿列斯托维奇说，俄军20日
对卢甘斯克地区西部的波帕斯纳亚和
鲁别日诺耶发起猛烈攻击。自哈尔科

夫州东南部的伊久姆至顿涅茨克地区
北部重镇斯拉维扬斯克一线，俄军集
中了大量兵力并试图突破乌军阵地，
但未获成功。俄军试图向扎波罗热州
东北部的古利亚伊波列方向推进，但
遭到乌军飞机和地面部队的炮火打
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
接受法国资讯电视台BFMTV采访
时表示，乌克兰尚未收到西方承诺的
任何型号战斗机。乌军目前无法增援
被俄军包围在马里乌波尔市的乌军人
员。

——日本国会参议院20日通过
两部法律以制裁俄罗斯。修订后的

《关税临时措施法》取消了此前给予俄
罗斯的保障贸易优惠等“最惠国待
遇”、加入了提高俄罗斯商品进口关税
等内容；修订后的《外汇法》将限制受
制裁对象向第三方转移加密货币资
产，以防俄罗斯利用加密货币资产绕
过制裁。此外，遭到日本政府驱逐的
俄罗斯8名外交官20日从东京羽田
机场离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0日
晚在电视讲话中说，西方国家因乌克
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正对全球
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要求西方国家
立即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防止制裁
措施进一步反噬全球经济。

普京下令取消攻打亚速钢铁厂计划
乌方称俄军对多地发起猛攻

4月21日，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发射出的
导弹划过加沙城的夜空，拦截从加沙地带发射的
火箭弹。 新华社发

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
拦截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要求
返还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据新华社东京4月21日电（记者姜俏梅）由
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
20日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方返还战争期间从
中国掠夺的文物。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日本战
败77周年。当天，从日本各地赶来的一百多名民
众参加集会。多位学者就目前国际形势下维持日
中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返还文物运动的意
义等进行了专题演讲。与会人士认为，日方应正
视历史，将使用武力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返还。

突降伞兵！

美国会闹疏散乌龙
美国一架军用飞机20日向首都华

盛顿一座棒球场空投伞兵，触发国会大
厦安全警报，迫使人员疏散。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
架单发动机飞机从马里兰州安德鲁斯
联合基地起飞，随后在华盛顿上空盘
旋。国会警察局起初说，发现一架飞
机可能对国会大厦构成威胁，正在追
踪，几分钟后说不存在威胁，疏散人员
是出于谨慎。

作为首都警方，哥伦比亚特区警
察局说，那是一架军用飞机，载有美国
陆军“金色骑士”跳伞表演队成员。这
些伞兵在距离国会大厦不到两公里的
华盛顿国民球场着陆。

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当
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邦航空局
没有通知国会警察局这场预先计划
好的跳伞表演，犯下了“离谱且可怕
的错误”。

李彦南（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官员20日说，司法部正在提
起上诉，寻求推翻一名联邦法官先前
作出废除公共交通“口罩令”的裁决。

据美国媒体报道，约瑟夫·拜登
政府对“口罩令”表态不一。一项最
新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继
续实施“口罩令”。

“口罩令”仍必要
美国佛罗里达中区联邦地区法

院一名法官18日作出一项裁决，推
翻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
在公共交通系统实施的“口罩令”。
裁决书写道：发布“口罩令”超出美疾
控中心职权，而且没有遵守适当规则
制定程序。

据美联社报道，美疾控中心20日
要求司法部对上述裁决提起上诉。根
据美疾控中心声明，其持续评估显示，

公共交通“口罩令”目前对公众健康仍
然必要。美疾控中心认为“口罩令”是

“一项合法命令，完全在其保护公共健
康的法律授权范围内”。

美司法部发言人安东尼·科利当
天晚上说，“考虑到疾控中心的评
估”，司法部提交上诉通知书。

按美联社说法，上诉通知书已递
交至佛州坦帕市联邦地区法院。

美疾控中心13日发布声明说，
鉴于眼下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
戎亚型BA.2在美国快速传播并导致
疫情反弹，公共交通“口罩令”将延长
15天。这一“口罩令”于去年2月1
日生效，后经数次延长至今年4月18
日，此次将再度延长至5月3日。

根据这项“口罩令”，无论是否接
种过新冠疫苗，在美国境内或进出美
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

包括飞机、船只、火车、地铁、公共汽
车、出租车和共享汽车等；在机场、车
站等公共交通设施的室内场所，也必
须戴口罩。

美疾控中心先前说，目前正密切
监控BA.2的传播状况，这一毒株感染
病例已占美国近日新增病例的85%以
上。自4月初以来，美国7日平均日增
确诊病例数持续增多。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20日晚间，美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808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9万例。

拜登摇摆不定？
按美联社说法，尚不清楚拜登政

府是否会要求上诉法院紧急中止法
官的裁决，以便立即重新实施公共交
通“口罩令”。

拜登政府在18日裁决后表态含

糊。虽然一些官员强调，即便不再作
为强制要求，美国人应该继续听从疾
控中心指导，但拜登本人却表示，民
众在乘坐交通工具时戴口罩一事上
具有更大灵活性。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20日
则解释，拜登仍鼓励美国人在出行时
戴口罩。“民众没有戴口罩的法律义
务。”她说，就这一点而言，“这（是否
戴口罩）是他们的选择”。

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4日至
18日对1085名美国成年人开展的一
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调查对象支
持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24%反
对，20%持中立态度。

最新民调还显示，约半数人赞成
要求与公众接触的工作人员戴口罩，
同样有约半数人支持在音乐会、体育
赛事和电影院等公众聚集场所要求
观众戴口罩。

现居佛州的71岁居民维姬·佩
特斯说，她将继续戴口罩防疫，“特别
是在飞机上……我认为人们不戴口
罩真的很愚蠢。”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公共交通“口罩令”遭废除

美国司法部提起上诉

马斯克“高速隧道”
企业融资超6亿美元

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旗下博林公司在C轮
融资中融资6.75亿美元。

博林公司20日说，本轮融资使公司估值升至
56.75亿美元；所融资金将用于公司全面招聘，涵
盖工程、运营、生产等岗位，以扩张“超级环”项目，
同时加速新一代挖掘设备Prufrock研发。

继在美国洛杉矶修建的第一条地下高速隧道
竣工之后，博林公司去年6月启动拉斯维加斯的
地下高速隧道项目。乘客可乘坐特斯拉汽车在这
个隧道网络中穿梭。

据报道，这一地下高速隧道将连接拉斯维加
斯市中心、会展中心、拉斯维加斯大道、麦卡伦国
际机场等重要区域。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遗失声明
三亚正壹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保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D
0XJ94）于2022年 3月28日遗失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裴远弟）法人章，声明作废。
●李晓健不慎遗失户口准予迁入
证明，琼准字：01198931号，特此
声明。
●海南振德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白沙康隆分店不慎遗失第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编
号 ：琼 本 级 食 药 监 械 经 营 备
20170896号，声明作废。

●技链（海南）网络竞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3MA5T4NC70Y）遗 失
营业执照副本（1-1）及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吴桂香遗失海口市农地承包权
（琼山）第1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土地承包合同编号19），证
号：001013，声明作废。
●张焕宁不慎遗失儋州市被征地
农民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置（那
大）字第1242号，现特此声明。
●儋州育福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不动产登记证明一份，证号：琼
〔2021〕儋 州 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13069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深琼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深琼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坐落于白沙黎族自治县元
门乡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白国
用〔1998〕字第53号，现特此声明。
●海南高溪生态休闲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龙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琼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8
7W92B，声明作废。
●文昌铺前隆丰春东冰茶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0032410，声明作
废。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人民政府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许可证编
号：Z6410000760707，声明作废。

●海口漫者网咖互联网有限公司
遗失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副本一
本），编号：460107200070，现声明
作废。
●三亚世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破损，声明作废。
● 张 婉 华（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2193108086027）不慎遗失
坐落于文昌市翁田镇新村村委会
莲花心组承包经营权证，证号：
469005111211160006J，声 明 作
废。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海口海德豪庭分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1062052463，声明作
废。
●文昌市文西中学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90050031252，声明作废。
●彭立云遗失白沙县阜龙乡那查
村委会任村委会乡农场林权证，证
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023957
号，编号：B460801904397，现声
明作废。
●彭立云遗失白沙县阜龙乡那查
村委会任村委会乡农场林权证，证
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023958
号，编号：B460801904399，现声
明作废。
●儋州那大王德雄运输部遗失车
牌号琼F8322挂车的道路运输证
一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儋州字
460400101728，声明作废。
●海南省继续医学教育协会财务
专用章一枚，因不慎损坏，声明作
废。

关于解除协议的通知
廖星（身份证号码：4325031989**

**4057）：你我双方于2020年 12

月 10 日签订编号为：20201210

《房屋租赁协议》，你方承租我司位

于海口市海秀路112号铺面第东-

1间房屋。根据协议约定，你应每月

13日前向我司支付租金及相关费

用，但你至今为止还未支付。我司

已2022年4月14日向你送达《催

款通知》，但你方置之不理。根据协

议约定特通知你方，因你已根本违

约，现解除你我双方2020年12月

10日签订的编号：NO:20201210

《房屋租赁协议》。限你方3天内支

付租金及费用，并将协议标的房屋

交还我司，否则一切责任由你方承

担。海南春来早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声明
本合作社股东王优阳（身份证号

码：460029197210251431）于2015

年3月退出该社一切经营活动，今

后发生的一切商事活动与王优阳

无关。特此声明。儋州春色苗木培

育专业合作社 2022年4月21日

公告
海南星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付英、殷诚、李泽

文、胡运雄、陈明霞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

307～311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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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6

月21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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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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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51号
符海东、吴桂花现向我局申请土地

证遗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红旗镇新建街14号，四

至为：东至巷道、南至陈宅、西至道

路、北至吴宅；土地面积为91.6平

方米。经调查，该申请人持有的琼

山国用（红旗）字第0059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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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辉庆65636782。2022年4月19日

●海南振德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白沙人和分店不慎遗失第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编
号 ：琼 本 级 食 药 监 械 经 营 备
20170893号，声明作废。
●海南振德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白沙七坊琼宝分店不慎遗失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
案编号：琼本级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70883号，声明作废。
●屯昌县坡心镇高朗村委会第十
九组村民吴育锋（身份证号码：
460026197908200616）遗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2106200190008J，现
声明作废。
●海口市运输公司遗失坐落于海
口市海秀路北侧土地使用证，证
号 ：海 口 市 国 用〔2010〕字 第
001969号，特此声明作废。
●黄梅南不慎遗失父亲黄简生骨
灰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长
寿宫1架 8行 19号，特此声明作
废。
●林尤胜遗失坐落于桂林上队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国用
（府城）字第04050号，声明作废。
●林尤胜遗失坐落于琼山市府城
镇城东桂林上队的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002379，声明作废。
●陈明诚遗失琼C5B268（黄色）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469023100088，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程曙食品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0000MAA92CN
P80）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518、20220615期）
受委托我司分别于2022年5月18日
上午10时～20日上午10时、6月15
日上午10时～17日上午10时在中
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
org.cn）公开拍卖书画一批。展示时
间：自公告之日至拍卖结束前（电话
预约）。电话：0898-6673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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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天行森林公园转让招商
有亲子乐园、水上乐园、滑道滑索、

购物等多种项目招商或股权转让。

电话：13907604588（蔡先生）

景区转让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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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信息
近期将公开拍卖三亚市周边约4
万平方米住宅项目，整体转让，无
纠 纷 ，证 照 齐 全 ，联 系 电 话 ：
17803685226。

拍 卖

声 明 拍卖公告

拍卖会延期公告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原定于

2022年4月22日上午10：00拍卖

位于白沙农场橡胶木拍卖会因故延

期至2022年4月29日上午10：00

举行，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电话：68522193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鸣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4月28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16号

金银岛大酒店6楼第三会议室拍卖：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度假区

三亚国光滨海花园西区552房；建筑面积136.34m2；参考价为人

民币270万元。

以上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8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4月27日17:00前到我公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联系人：梁先生 18289271207。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国兴大道盛达景都三期4栋25楼2503室。

尊敬的离退休人员：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认证相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应按期完成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认证范围：我省社保经办机构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离
退休人员（工伤定期待遇人员和领取离休干部供养遗属人员参照离
退休人员认证方法进行）。

二、认证模式：递延式认证。认证周期为12个月，前后两次认证
时间不超过12个月。（如：2022年3月进行认证，下次认证最迟要在
2023年2月再次完成认证。）

三、认证方式：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以下一种认证方式：（一）网上
认证：通过电脑进行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管理
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提示进行自助
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通过手机APP进行认证：1.安装“海
南一卡通”APP，注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安装“掌上12333”
APP，注册后通过“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操作完成认证；3.通过其
他手机APP（如：微信、支付宝等）的“电子社保卡”入口，通过“社会
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操作完成认证。（二）临柜认证：自助一体机认

证：携带身份证就近前往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设有“海南政务便民
服务站”的场所或省内各农村信用社网点“社保医保便民服务站”自
助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机构认证：携带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就近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所（站）或社区进行认证。（三）境外认证：国（境）外居住的离退
休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可到当地中国驻国外使（领）馆通过

“中国领事”APP完成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四）上门认证：高
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可由关
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居住地社
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五）数据比对认证：通过
公安、卫健、民航、交通等部门的有效数据比对，视为认证通过。

四、结果处理：（一）未进行年度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又无法确认
其领取资格的离退休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社
保待遇。（二）死亡或判刑收监的离退休人员，其家属或单位应于7日
内上报社保经办机构，逾期不报或弄虚作假、涉嫌冒领社保基金的，
将移交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五、联系方式：咨询电话：（0898）12333；（0898）96377。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2年3月23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开展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的通告

一、上述项目公告有效期为三十日，如对上述拟处置项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于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二、上述资产的买受人应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或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本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参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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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资产。

三、上述资产的意向买受人如需进一步了解资产状态，请与
我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20-83348229，020-83348290，联系

人：易女士、刘女士。
四、对上述资产处置意见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20-83348270。
五、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
2022年4月22日

序号
1

2

3

项目编号
FD滇楚001

FD滇楚002

FD滇楚003

项目名称
海口市海甸三东路金苑别墅B2栋

海口市海甸三东路金苑别墅B3栋

海口沿江五路B4栋白沙门别墅

建筑面积
250.8m2

250.84m2

356.31m2

权属人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近期拟对以下房产进行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