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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金舟实业（洋浦）公司（注册
号：28423675-1）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鸿智电脑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澄迈县仁兴供销社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澄迈县支行西达营业所基
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0711502，声明作废。
●海南新苏模塑工贸有限公司遗
失一台载货电梯产品出厂合格证，
产品编号：ZZT04-090，特此声明。
●王磊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项目东
区地下一层车位A0110的购车位
收据，收据编号：0007809，金额：
20000元；收据编号：0007880，金
额：170000元，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河镇石塘村民委员会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6410017297601，声明作废。

●昌江叉河教欢汽车运输户遗失
琼D5A818（黄色）牌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昌
江字469026061105号，声明作废。
●昌江叉河教欢汽车运输户遗失
琼D59303（黄色）牌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昌江
字469026061078号，声明作废。
●海南骨料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BX
F83R）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太珠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东方市板桥镇好瑞村的不动产权
证，编号：琼〔2020〕东方市不动产
权第0001746号，声明作废。
●海南金舟船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睿顺发轮安全管理证书，编号：
09A104024，现声明作废。
●海南利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丁赢遗失坐落于陵水黎族自治
县陵水河北部地区城市设计D-
09地块范围城市候机综合体9-
B-1103房产证，证号：琼〔2019〕
陵水县不动产权第0003960号，
声明作废。
●海口快视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2年4月29日刊登在海
南日报A15版的《儋州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
然资公告〔2022〕2号），因故延期，
现将具体延期事项公告如下：1.报
名期限时间延期至2022年6月24
日16:00止（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
账为准），我局将于2022年6月24
日 17: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挂牌截止时间调整为：2022年6
月27日10:00，挂牌现场会开始时
间为2022年6月27日10:00；3.其
他事项不变。儋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2年5月25日。（联系
人：林项鹏，联系电话：23883393）

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屯昌县预制
厂经县政府同意进行关闭注销，现
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
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
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期申报的
债权，将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
人：廖孝和，电话：13518016361、
67815083，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
镇兴业路二横路。 屯昌县预制
厂清算组 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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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020-31606172。

海逸广场二期（B）架空层、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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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B）项

目的架空层、地下室属于公共配套

归全体业主共有。

琼海大兴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4日

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屯昌县建筑
安装工程公司经县政府同意进行
关闭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
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
续。逾期申报的债权，将不予受
理。特此公告。联系方式：李志洪
13337658526，联系方式：陈永坚
67812684，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
镇文化路99号。屯昌县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清算组 2021年5月25日

通知
王涛股东，海南万宁龙滚河投资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632417754X2）于 2022
年 5月 25 日前已经通过电话会
议的方式一致决议公司法人孔潇
变更为胡玉兰，股东谭亚玲、孔潇
的股份转让给胡玉兰，现发公告通
知您。

海南万宁龙滚河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5日

临时股东会议通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经股东提
议，法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枭汉
召集决定召开海南国际奥林匹克
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本会
议定于2022年6月14日上午九时
在三亚市红沙镇奥林匹克射击中
心召开，会议主题是“公司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身份证姓名
变更”事宜。请各股东（股东代办
人）务必准时到会。
海南国际奥林匹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4日

减资公告
三亚协鑫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RCN
2954）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409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

●海口琼山区博雅茶屋水吧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601071980037，特此声明。
● 赵 相 雨（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6411082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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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0289A
的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时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601
00MC38335381）不慎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聚瑞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金鹿装饰大世界11栋1-2
号 铺 面 保 证 金 收 据 ，金 额 ：
30000.00元，编号：7678916，声明
作废。
●周来胜遗失坐落于府城镇甘蔗
园3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011
号，声明作废。
●海南宇诚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弘旭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48172901，现声明作废。
●海南高弘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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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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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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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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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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m2写
字楼出租。电话：13036015848

招 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2〕348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
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
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
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美兰区海甸岛德利路5
号）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视为公布的
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0898-65360879；联系人：美兰分局李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9日

产权申请人
枣庄矿业集
团机关多种
经营公司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16400号

申请土地面积

406.70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美兰区
花园西路金花
别墅小区

土地权属证件
海 口 市 国 用
（籍）字第2003
007228号

项目名称

金花别墅
小区

原土地使用者

海南兴发房地
产开发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2022年临时股东会会议，现将会议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2022年6月13日上午10:00时。
（二）会议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时代海岸B区3A房。
（三）会议主持人：执行董事卢劲东。
（四）会议表决方式：与会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

投票的方式通过会议的有关决议。
二、会议事项：
（一）审议并表决本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二）审议并表决本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鹏投资有限

公司关于三亚嘉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三、参加人员：公司全体股东：张广仁、卢劲松、卢劲东。如股

东本人因故不能亲自出席，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由被委托的
代理人依法行使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权力。委托代理人参加本
次会议时，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还应向股东会提交授
权委托书原件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留公司存档。

四、其他事项：
联系人：卢劲东
联系方式：18889843755
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时代海岸B区3A房。
特此通知！

上海嘉鹏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5日

上海嘉鹏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我司将于2022年6月14日（周二）上午10：00以
现场会议的形式在海银大厦11楼会议室召开2021年度股东
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2年5月25日，即截至
2022年5月25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有：《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1年度经营分析及2022年
工作计划报告》《2021年度母公司财务决算暨2022年财务预

算报告》等。有关本次会议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初
稿）、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22年5月25日上传至
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com，股东可联系本
行工作人员获取邮箱密码或会议材料。

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66516237，6651607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5月26日

凌晨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5月25日

我局刊登于2022年5月20日《海南日报》A07

版及相关网站发布《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22〕1号），拟挂牌出让的

文国土储〔2021〕-87号地块，现因故终止。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25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终止文国土储〔2021〕-87号地块

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陈雪梅与被执行人白东志、白丽芳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原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19〕琼01执8号之五执行裁
定，查封了担保人海南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
市海秀路以南海口顺发新村三期海秀天成C栋22套房产［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号〔2015〕海房预字（0151）号］，具体房号为：户型08号5套
房产（房号：1808、2108、2208、2308、2408）；户型05号3套房产（房
号：2105、2205、2305）；户型07号4套房产（房号：1107、2107、2207、
2307）；户型03号10套房产（房号：1103、1203、1303、1403、1803、
1903、2003、2103、2203、2303）。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恢83号

各有关单位：

经海南省档案局批准，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定于

2022年7月3日～8月12日举办“能力提升建设年‘大培训’

活动”暨2022年全省档案与文秘工作培训班。

培训对象：从事档案与文秘工作人员和参加2022年职

称评审的档案工作人员。

培训时间：

第一期2022年7月3日至7月8日

第二期2022年7月 10日至7月15日

第三期2022年7月17日至7月22日

第四期2022年7月24日至7月29日

第五期2022年7月31日至8月5日

第六期2022年8月7日至8月12日

培训地点：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西海岸大酒店

报名方式：扫描培训文件“报名二维码”，按照要求填写

提交，或者将报名回执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px65323705@

163.com，详情登录“琼兰阁—海南档案信息网”“通知公

告”。

咨询电话：

65323705，65358773，18976757439，18100960707。

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

2022年5月19日

海南省档案干部培训中心关于
举办全省档案与文秘工作培训班的通知

新华社上海5月24日电（记者
周蕊）上海正在加快复商复市的步
伐。上海市商务委介绍，6月1日之后
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将全面恢复线下
营业。

根据上海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推动商贸企业有序复市的实施方案，
购物中心、百货商场、专业专卖店等网
点目前应做好恢复线下营业的各项准
备，落实人员闭环管理，做好开业前预
防性消毒，设置“场所码”或“数字哨
兵”等，可通过“线上订、线下送”形式
提供服务。无疫情风险的区域可分批
有序恢复线下营业，5月31日之前，
客流总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

6月1日之后，全面恢复线下营业，客
流总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与此同时，上海有序推动餐饮、理
发和洗染等生活服务恢复线下营业。5
月31日之前，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
外卖。理发、洗染服务实行线上预约、
线下错峰限流等措施，客流总量不超过
最大承载量的50%。家政、家电维修服
务，5月22日之后逐步恢复经营。

上述实施方案明确，商贸企业实
施全程闭环管理，对新返岗员工设置
2天静默期，尽可能落实独立住宿。5
月22日至5月31日，无疫情风险的工
作地与居住地间，员工可实施“两点一
线”通行。6月1日之后，按全市复工

复产复市统一要求执行。
目前，上海的不少购物中心正在加

速筹备复商复市。南京西路商圈的兴
业太古汇正积极协调包括商超、餐饮等
业态的首批复工租户，第一阶段开启线
上运营，之后根据政策调整情况，积极
推动店铺线下开门营业。与此同时，美
妆、零售等业态也将逐步复工。

而在浦东新区的兴业太古汇已经
开启线下营业模式，部分零售门店已
经重新开业。记者在现场体验后发
现，这里的各类品牌餐厅采用“无接
触”服务，顾客在门店门口扫码点单后
可以自提，前往购物中心专门设置在
室外空旷处的公共就餐区域就餐。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王优玲）记者24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了解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
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到
期后进行补缴。在此期间，缴存职工

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
受缓缴影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近日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
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通知提

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缴存人，
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
作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
信部门。

各地根据当地房租水平和合理

租住面积，可提高住房公积金租房
提取额度，支持缴存人按需提取，
更好地满足缴存人支付房租的实
际需要。

通知提出，上述支持政策实施时

限暂定至2022年12月31日。各地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通过综合服务
平台等渠道，实现更多业务网上办、掌
上办、指尖办，保障疫情期间住房公积
金服务平稳运行。

三部门：

受疫情影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多家方舱医院休舱，各地援沪医
疗队陆续离沪。

图为5月24日，浙江援沪医疗队的队员们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
驻地外用手机自拍。当日，浙江省援沪医疗队圆满完成援沪任务启程返
浙。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援沪医疗队陆续离沪

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23例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倪元锦）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24日在北
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5月24日0时至15时，新增本土新冠肺
炎病毒感染者23例。

刘晓峰介绍，上述23例病例中，海淀区8例，
丰台区、房山区各5例，昌平区2例，东城区、西城
区、石景山区各1例；普通型2例，轻型18例，无症
状感染者3例；管控人员21例，社会面筛查2例
（西城区、丰台区各1例）。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控落位。

截至5月23日24时，经北京市疾控中心评
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北
京全市共有高风险地区9个，中风险地区23个。

刘晓峰介绍，即日起，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村
由低风险地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此外，即日起，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北路社区安宁佳园小区由高
风险地区降为中风险地区。朝阳区劲松街道大郊
亭社区、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里河村、十八里店乡
小武基村以及房山区长阳镇金域公园社区由中风
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

青海西宁实现社会面清零

5月18日以来，西宁市已连续4日无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实现了社会面
清零。图为5月23日，在西宁市城西区一处商业
区，一位市民提着购买的物品前行。 新华社发

上海：

6月1日之后购物中心、百货商场
全面恢复线下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