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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我司承建的东方市木材厂一二期
项目、东方市木材厂小区危旧房改
造基础配套设施工程技术资料专
用章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2日

遗失声明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遗失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
据（机打票），收据号码：17148126
01～1714812700，声明作废。
● 李 若 镇（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9195306173213）遗失琼儋
渔73170号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
证注销证明，编号：（琼儋）船捕
〔2021〕zx-000024号，声明作废。
●周通贸易（海南）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和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民
委员会龙井五村民小组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金国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1E
2J59）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海头镇加乐村南方二队
村民薛炳国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03108202030011J，流水号：
〔2018〕第152998号，声明作废。
●海南鸿旭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东山自建他营营业厅
不慎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
付）专用收据购机押金收据一张，
金 额 ：4000 元 ，发 票 编 号 ：
28150194，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杨阳移动商务店不慎遗
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
据代办押金收据一张，金额：5000
元，发票编号：09154435，声明作
废。
●海口琼山佳润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1份，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0049563，声明作废。
●文昌市南楠瓜菜专业合作社遗
失一枚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区林姐香味餐饮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602002085927，声明作废。
●万宁市万城镇周家庄村居委员
会第二十村民小组遗失海南万宁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49389202，现声明作废。
●三亚金三顺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盘鹰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三亚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南
田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20004352901，现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炸炸手抓饼小吃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61958967，声明作
废。

注销清算公告
海口寰岛电力建设联合公司（注册
号：4601001002548）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逾期，
视为放弃债权。电话：0898-
66254874，地址：海口市海甸四东
路一号寰岛大厦22楼。

注销清算公告
海南华盟永丰农业试验场（注册
号：28410766-9）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公司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逾期，视
为 放 弃 债 权 。电 话 ：0898-
66254874，地址：海口市海甸四东
路一号寰岛大厦22楼。

和泓·海棠府清退通知
尊敬的蒋洪香女士：您好！因您未
按《和泓·海棠府订房确认单》约定
支付一期22-1-801预约登记费，
我司于2022年5月29日发出《预
约登记清退函》，您已于同日收到
该函件，我公司决定：（1）解除双方
预约登记申请，您所预约的房屋将
另行登记给其他人；（2）请您尽快
联系置业顾问办理相关退款手续。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瓷器杂项、名家书画等，欢迎各界
新老藏家莅临。1.张路芬油画作
品慈善拍卖专场，拍卖时间：2022
年 6月 29日上午9:30；2.海南国
懋艺术品拍卖会，拍卖时间：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30。预展时
间：2022年6月1日～29日；预展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25号华发大
厦二楼展厅；拍卖地址：海口市椰
海大道大东阳家具广场四楼马龙
潭黄花梨艺术馆拍卖大厅，咨询电
话：15098501188。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20623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7月4日上午
10时至2022年7月5日上午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
（https://zc- paimai.taobao.com/）
按 现 状 公 开 拍 卖 ：别 克 牌
SGM6520UAAA小型普通客车、
奥迪牌FV7201TE小型轿车各一
辆。展示时间及地点：6月29日至
30日；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保险
大楼院内。竞买人须登录注册淘
宝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
阿里拍卖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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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婴公告
兹有一名女婴，于
2017年 5月 17日在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长征镇农场太

平分农场机运队桥头处被陈海荣
捡拾并抚养至今，已起名李可。现
请该女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于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
来认领，逾期特依法安置，特此公
告。联系电话：0898-86238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2年6月20日通知

股东陈群群：本公司三亚军友网络

有限公司（注册号：460200000012

902）拟定于2022年6月27日上午

9:00在三亚市金鸡岭路碧海巷咖

啡之翼201召开股东会，商讨公司

注销事宜，请准时参加。如未出席，

视为自动放弃表决权。特此通知。

三亚军友网络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2〕282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海南
省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
大华地产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用地
批文为市土字〔1992〕1175号批文
项下面积229.02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确权给沈阳电机厂有限公司。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二条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决定
注销用地批文为市土字〔1992〕
1175号项下面积229.02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登记。特此通告。（联系
人：吉女士，68512605）。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2022年6月21日

声明
海口星周贸易有限公司原公章、
财务章、合同章破损变形，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海南日清和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3EYH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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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册资金 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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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海头镇加乐村南方二队

村民薛炳球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03108202030010J，流水号：

〔2018〕第152997号，声明作废。

●儋州市委政法委员会不慎遗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

专用户和基本户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分别为：Z6410000736505、

J6410002102606，声明作废。

●海南约惠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JFJR7C）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2-1）、（2-2），声明作

废。

● 张 丞 （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803196908221519）遗失伤残

证，证号：琼军A002768，声明作

废。

●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民委员会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蓝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MA5T265E6F）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陈玮货物运输部遗失

琼F08272《道路运输证》正本，证

号：460400064458，声明作废。

●屯昌县新兴镇沙田村委会坡塘

村一组村民谢组坚（身份证号码：

460026196708152437）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

证编码：469022101208080006J，

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拍卖公告

海南国懋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220629、20220630期）

首善有我，让爱回家——2022第
二届中华禅茶文化高峰论坛暨海
南国懋艺术品拍卖会即将举行，涵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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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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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6HN014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分别转让海口市海秀路121号宝迪花
苑聚宝阁202房、海口市明珠路2号置地花园6号楼10层F房
及A2区08号车位，挂牌价分别为839670元和2004839元。

公告期为：2022年6月23日至2022年7月6日。
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生、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联系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23日

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及海南省

新闻出版局关于申请新闻记者证工作的有关要求，现将海南
日报社申请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2年6月23日
举报电话：0898-66810891、0898-66810233

海南日报社
2022年6月23日

《海南日报》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21人）：
韩潮光、彭玉斌、牛晓民、钟节华、徐慧玲、李梦楠、韩 慧、
李天平、易新欣、王丹南、陈楚宁、周 钰、林博新、肖开刚、
欧英才、梁君穷、邱江华、刘婧姝、余小艳、刘阳秀、高 懿。

“新埠岛”号工程船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6HN015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新埠岛”号挖泥船一艘，该船购
置于1996年9月，船总长48.2米，型宽11米，型深2.97米，总
重257吨，挂牌起始价为104.49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公告期：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7月6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
65237542（刘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6月23日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
合服务大楼项目相关服务单位：1.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
单编制服务单位；2.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服务单位；3.施工图
审查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携带本
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
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
拟邀请对象。截至2022年6月24日17:00，停止报名，逾
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
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梁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救助管理站
综合服务大楼项目相关服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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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喀布尔6月22日电（记者
邹学冕）阿富汗临时政府国家灾难管
理与人道主义事务部副部长毛拉维·
穆斯利姆22日在记者会上说，阿东部
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920人死
亡、610人受伤。不少人仍被困在废墟
下，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穆斯利姆说，霍斯特省的萨帕里
区和邻近的帕克提卡省加延区受灾最
严重。政府部门将向遇难者家庭支付
10万阿富汗尼（1美元约合89阿富汗
尼）补偿，向伤者支付5万阿富汗尼。

阿临时政府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
说，国防部已派出7架载有救生设备和
医务人员的直升机前往灾区，数十支
医疗救援队也在前往灾区的途中。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目前
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显示，当天发生的地震为5.9级。

阿富汗东部发生5.9级地震至少920人死亡
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新加坡卫生部21日深夜通报一
例猴痘病例，为输入型病例，是一名
42岁的英国籍男性空中乘务员，本月
中旬随国际航班往来新加坡，20日猴
痘检测阳性，收治于新加坡国家传染
病中心，目前病情稳定。

流调已确认的13名密接者将按
规定接受21天隔离，自最近一次与患

者接触起计。相关部门仍在调查涉疫
航班和病例在新停留期间轨迹。

新加坡上一次报告猴痘病例是在
三年前。

新加坡是今年以来首个报告猴痘
病例的东南亚国家。按照世界卫生组
织划分的六大区域，韩国和新加坡属

“西太平洋区”。同一区域内的澳大利

亚上月20日报告这一波猴痘疫情以
来该国首例猴痘病例，截至本月15日
累计确诊8例病例。

猴痘病毒主要在中非和西非地区
流行，但自上月非流行国家报告猴痘
病例以来，欧洲、美洲等地已有30多
个国家出现猴痘病例，迄今累计确诊
2000多例。截至21日，法国卫生部

门累计报告猴痘病例增至277例；加
拿大现有猴痘病例增至198例；英国
已报告793例，为欧洲最多。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定于23
日主持召开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会
议，评估这波猴痘疫情是否构成“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新加坡确诊一例

警惕！亚洲出现猴痘病例
韩国疾控机构 22

日报告，这个东北亚国
家21日发现两例猴痘疑
似病例，均为近日入境
人员，正在进一步检测，
结果出来后将立刻通
报，同时公布防治措施。

在东南亚，新加坡
卫生部门21日深夜宣布
确诊一例境外输入猴痘
病例。这显示这一波猴
痘疫情继5月在欧洲、美
洲等非流行地区暴发
后，也已在亚洲出现。

韩国疾病管理厅说，一例疑似病
例是外国公民，20日入境，出现咽痛、
皮肤损伤等类似感染猴痘症状后，于
21日前往南部城市釜山一家医院就
诊，院方作为疑似猴痘病例上报，现已
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另一例是韩国公民，21日下午从

德国乘飞机抵达首都首尔附近仁川国
际机场，自述入境前两天已出现症状，
随即由作为定点医院的仁川医疗中心
收治。

韩联社报道，鉴于越来越多国家
报告猴痘病例，且多国放宽国际旅行
限制措施，韩国一直对猴痘流入本土

风险保持警惕。
韩国卫生部门本月把猴痘列为

乙类传染病。当前，包括新冠、霍
乱、水痘在内的22种传染病同属这
一类。

韩方官员说，政府准备下月进口
可供500人服用的抗病毒药物特考韦

瑞。这种药物在一些国家获批用于
天花、猴痘等正痘病毒属病毒感染的
治疗。

韩国针对猴痘的现行防治规范
是：猴痘患者需要在专科医院接受隔
离治疗；与病例有密切接触者必须接
受为期21天的自我隔离。

韩国报两例疑似

6月22日，一名地震中受伤的小女孩在阿富汗帕克提卡省医院里接受救治。 新华社发

土耳其媒体：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
四方会谈将于下周在土举行

据新华社安卡拉6月21日电（记者熊思浩）
土耳其新闻电视台21日报道，由联合国推动的有
关在黑海开辟乌克兰粮食出口走廊的四方会谈将
于下周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
其、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将派代表参加。

报道援引多名接近土耳其总统府消息人士的
话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将出席四方会谈。

报道说，土耳其本周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前
往俄罗斯，与俄方讨论有关在黑海开辟乌克兰粮
食出口走廊的具体方案。预计这条粮食出口走廊
将在一个月内投入运行。如果一切顺利，预计乌
克兰未来 6到 8个月内将能出口 3000 万吨到
3500万吨粮食。

乌克兰是粮食出口大国，乌克兰危机引发对
全球市场粮食供应不足的忧虑。本月以来，联合
国就乌克兰粮食出口与土耳其和俄罗斯进行了一
系列磋商。土外长恰武什奥卢最近提出，可以在
不清除水雷的情况下，根据标出的水雷位置绕开
水雷，为乌克兰敖德萨等黑海港口设立安全航
道。埃尔多安20日与古特雷斯通电话讨论乌克
兰粮食出口问题。

在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前，乌克兰粮食
出口主要通过黑海各港口外运。因为港口目前已
经停运，所有粮食都无法运出。乌克兰方面指认
俄方封锁乌方港口，阻止乌粮食出口。俄方否认
干扰乌方出口。

日本研发
利用台风发电技术

新华社东京6月22日电 据日
本媒体报道，日本是遭遇台风较多
的国家，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和创业
公司正在研发利用台风发电的技
术，以变害为利。

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
经中文网”21日报道，横滨国立大
学正在研发可在海上追随台风进
行发电的自动驾驶专用船。该校
于2021年10月成立了“台风科学
技术研究中心”，核心项目之一是
研发台风发电船。该校计划5年
后在实验设施中进行模型船测试，
10年后建造小型发电船在海上进
行测试。

此外，日本初创企业Challen-
ergy已开发出没有叶片、遇到强风
也不易损坏的风力发电机，并于
2018年在冲绳县石垣岛进行了输
出功率为10千瓦的验证机试验。
该公司希望未来风电机能在台风较
多的岛屿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英国5月通胀率9.1%
再创40年新高

英国国家统计局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5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继4月份
后再创40年来新高，显现英国生活成本危机严重。

数据显示，英国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
上涨9.1%，刷新4月9%的纪录，达到1982年3月
以来最高水平。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后续情况可
能更糟糕。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 5 月份同比上涨
8.7%，为2009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也是通胀不
断加剧的最大推力。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英镑兑美元汇率下跌，可
能使进口食品更贵，从而进一步推高通胀率；另一
方面，投资者担心经济衰退即将到来，股市主要指
数也在下跌。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上周说，英国通胀
率今后数月可能保持在9%以上，10月可能触顶，
略超11%。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