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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王维青因保管不善，将琼〔2020〕
临高县不动产权第 0004170 号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
动产权证书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维青
2022年6月30日

遗失声明
海南晟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章（白保国），声明作废。
●海南尚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证
号：琼B2-20170195，声明作废。
●海南石佳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7573103，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灿饮水吧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壹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0042972，声明作废。
●海南程帏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单位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李园园不慎遗失海南容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
25日开具的押金收据原件，收据
编号：1061730、1909593，金额：
810000元，声明作废。
●五指山欣盛禾房地产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人民政府不慎遗
失法人章（何其位）一枚，现声明作
废。
●乐东万冲新叶通讯专营店遗失
海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暂
付）专用凭证壹张，凭证号 No:
0253145，声明作废。
●罗儒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琼
交 运 管 许 可 澄 迈 字
469023000582号，现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日新国语幼儿
园遗失编号：6410-00363852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3843101，现声明作废。
●海南融信优家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认婴公告
兹有一名女婴，于
2018年 3月 16日在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加钗农场二队
林段捡拾并抚养至

今，已起名夏晓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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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86238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2年7月4日

●澄迈金江远志香烟店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30001589,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佳佳幼儿园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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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6410014752703，声明作废。
●符友政遗失海南省白沙黎族自
治县青松乡打松村委会牙佬村林
权证，证号，白府林证字〔2008〕第
012776 号 ， 编 号 ：
B460801910829，现声明作废。
●曾飞不慎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
员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460006198904061X89，声 明 作
废。
●朗斯特度假公寓管理（海南）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59493191X9）遗 失 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嘉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口泰丰西海岸度假村产权式酒店
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一本
（编号：460100201708220101），声
明作废。
●海南乐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凭证，备案编号:琼万宁药监械经
营备:20220019 号，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乐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许可
证编号:琼万宁食药监经营许
20220008号，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日新国语幼儿园

（52469028090517475H），拟 向

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园办理相关事宜。

比选公告
美安互联网+总部经济区＆众创
产业园一期项目现需向社会公开、
择优选定业务单位进行项目员工
食堂装修施工，有意愿参加的单位
请携带本企业法人代表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件到我
司报名了解情况，以便我司确定拟
邀请对象，开展比选工作。报名时
间：2022年7月5日9点整～2022
年7月7日17点整，逾期不受理。
报名地点：海口市南海大道266号
海口国家高新创业孵化中心 9
楼。联系人：吴工，电话：0898-
66791999。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7月5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2022〕琼01执恢6号之一

本院已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李华
启与被执行人罗良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
被执行人罗良仁名下位于海口市
国贸大道A-8小区申亚大厦第二
十层2005房[证号:琼〔2022〕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31832号]，因被
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财产进行处
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
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置。特此公告。联系人:袁法官:
36689669；谢助理：36662083

2022年6月20日

声明
刘俊名下粤建安C〔2016〕002323

安 全 员 C 证 、琼 建 人（安）

460020140630安全员证已遗失，

声明作废，任何使用上述相关证书

行为与本人无关。声明人：刘俊

解除租赁合同登报声明
海南如意岛旅游度假投资有限公

司：贵司承租我方辖区长割坡的土

地，双方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书》

约定，如贵司未按约支付租金，应

承担相应违约金，拖欠租金达一个

月的，我方有权解除合同。鉴于贵

司长期欠付租金且失联，已构成根

本违约，特登报声明如下：1.自本

声明见报之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

《土地出租合同书》；2.请贵司自本

声明见报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承租

土地并联系我方协商欠付租金及

违约金的支付事宜。特此声明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和村民委

员会

2022年6月28日

●众里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海南）
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儋州中兴支行基本存款账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39050901，声明作废。
●郭小荣不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镇田上村宅基地《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00842号，特此声明作
废。
●徐善军、周平遗失三亚凤凰水韵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团
24#103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028773，金额：110534元，声明作
废。
●林凌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团C1#706
产 证 费 用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309034，金额：16899 元，声明作
废。
●蒙绪葵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 ：460200013003433，声 明 作
废。
●三亚崖城房英杰小卖部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2000121105，声明作废。
●三亚崖城亚玉便利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2000121022，声明作废。
●崔大才不慎遗失一张白沙坊（二
期）金龙苑项目房号确认单：拆迁
编号E56，选房号分别为6栋A单
元2006房，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认婴公告
兹有一名女婴，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在海南省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和平镇

长兴村委会玻璃湾水库捡拾并抚
养至今，已起名邢怀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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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8623825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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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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海关红城湖院区临街铺面

公开招租
铺址：海口市红城湖路221号，详见

http://haikou.customs.gov.cn，

联系人：苏女士13876389952

商铺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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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起步区发展需要，我局拟按程序启动《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1-01、03，C02-01、03、04、05地块规划修改
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为广泛征询社会公众及周边利害关系人
意见，现按程序对该项目C01-01、03，C02-01、03、04、05地块规划
修改必要性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2年7月5日至2022年7月1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7月5日

《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1-01、03，C02-01、03、04、05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公示启事

由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明码标
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自今年7月
起施行。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
行为、不再过多限制经营者的标价方
式、灵活规定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形
式，对于明码标价规则和价格欺诈行
为的认定更加科学合理。

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标示
价格，经营者还应当标示与价格密切
相关的其他信息，尽可能减少信息不
对称，使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对价格
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价值有更为清
晰的认识，减少价格欺诈的发生。

如某饭店宣称某菜品打八折销
售，但消费者结账时才被告知须“达到
最低消费标准”方可享受八折优惠。
根据规定，经营者的此类行为属于不
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
的价格条件的表现，属于价格欺诈。

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
或者政府指导价；

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以高价进行结算；

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
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
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
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及其他价
格信息；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
履行价格承诺；

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
交易；

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
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
价款。

随着经营模式的发展，广大消
费者逐渐接受商品吊牌、模型展
示、电子屏幕等多种个性化标价方
式，对经营者的标价形式进行严格
限定并实行标价签监制制度已经
没有必要。

因此，规定取消了标价签监制
制度。除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

规定的，只要能保证明码标价真实
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不再过
多限制经营者的标价方式。经营者
可以选择采用标价签（含电子标价
签）、标价牌、价目表（册）、展示板、
电子屏幕、商品实物或者模型展示、
图片展示以及其他有效形式进行明
码标价。

根据规定，金融、交通运输、医疗
卫生等同时提供多项服务的行业，可
以同时采用电子查询系统的方式明码
标价。农村集市、拍卖等通过协商、竞
价等方式确定价格的情形，没有必要
实行严格的明码标价。但在另外一些
情形下，比如粮食主产区频繁发生的
商品粮交易，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可以
结合实际情况，要求经营者在收购粮
食时，明确标示品种、规格、等级和收
购价格等信息，更好保护购销双方合
法权益。

为更好地促进和规范新业态健康
发展，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新特点，规
定对于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形式更加
灵活，明确经营者通过网络等方式销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网
络页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进行明码
标价。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赵
文君）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4日
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适时采取储
备调节、供需调节等有效措施，防范生
猪价格过快上涨，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市场监管，严厉惩处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
常市场秩序，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针对近期生猪价格出现过快上涨
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组织
行业协会、部分养殖企业及屠宰企业
召开会议，深入分析生猪市场供需和
价格形势，研判后期价格走势，研究做
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表

示，国家一直高度关注生猪猪肉市场价
格变化，努力防范价格大幅波动，维护
市场平稳运行；要求大型养殖企业带头
保持正常出栏节奏、顺势出栏适重育肥
生猪，不盲目压栏，提醒企业不得囤积
居奇、哄抬价格，不得串通涨价。

有关方面分析认为，近期国内生

猪价格过快上涨，重要原因是市场存
在非理性的压栏惜售和二次育肥等现
象，部分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渲染涨价氛围，短期内加剧
了市场惜售情绪；目前生猪产能总体
合理充裕，加之消费不旺，生猪价格不
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盲目压栏

和二次育肥可能导致后期集中出栏、
价格再次快速下跌，从而造成市场价
格大起大落，反而不利于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和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参会代表一致表示，将加强行业
自律，带头做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保持正常出栏节奏、不压栏囤货。

国家发展改革委：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生猪价格过快上涨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王雨萧 严赋憬）自6月1日起实施的
部分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政策已经

“满月”。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
示，政策实施首月，全国共减征车购税
71亿元，减征车辆109.7万辆。从排
气量来看，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
征税款34亿元，占比约48%；1.6升至

2.0升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37亿元，
占比约52%。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
车产业链条长、涉及就业面广、拉动消
费作用大。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对
稳经济、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5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
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提出阶段

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
5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公告，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
至2022年 12月31日期间内且单车
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
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
辆购置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

司长刘运毛告诉记者，此次车购税优
惠政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惠及范围

“再扩大”，能够享受减征政策的乘用
车排量限制从1.6升提高到2.0升；二
是政策发力“更应时”，明确2022年6
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购
置的符合条件的乘用车均可享受减征
政策，有利于快速、有效拉动汽车消

费；三是政策调控“更精准”，提出了单
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万元
的限制条件，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精
准调控的作用，惠及大众消费。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乘用车产
销逐步向好。数据显示，6月1日至
26日，乘用车市场零售142.2万辆，同
比增长27%，较上月同期增长37%。

车购税减半征收首月减征71亿元

打拐寻亲！

公安部公布5000余个
免费采血点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公安
部获悉，为深入推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
行动，充分运用科技力量打拐寻亲，公安部近日
公布全国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信息，进一步便
利广大群众及时就近采血，助力被拐家庭早日实
现团圆。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免费采血工作不受
户籍地域限制，请尚未采血的被拐妇女儿童父母、
疑似被拐及身份不明人员，尽快到采血点接受免
费采血。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支持参与打拐
工作，积极转发扩散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信息，
帮助更多离散家庭早日实现团圆。

据了解，公安部头条号、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
众号和官方微博、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
平台已集中发布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信息，可及
时查询全国采血点情况。

燃气安全
“百日行动”开启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
部署要求，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0月底开
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应急管理部4日公布了这一信息。当日下
午，国务院安委办召开全国燃气安全防范专题视
频会议。会议指出，当前，随着餐饮活动指数快速
回升，用气量大幅增加，燃气安全将面临更大压力
和挑战，燃气安全形势严峻复杂。

据悉，此次行动由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安
委会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充分调动力量，明晰各
部门责任，集中开展统一行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
首次面向个人开放预约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董博婷）记
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
馆4日起面向个人开放预约，社会观众可通过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站、“皇史宬”微信公众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小程序进行预约查档、参
观。该馆将于6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首次面向个人开
放预约。馆内设有“兰台翰墨 家国春秋——明清历
史档案展”“盛载千秋——明清档案装具陈列”“守护
国家记忆 传承民族文脉——明清档案事业发展历
程”等展览。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包括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在内的数百件珍贵的中国档案文献珍品。

据了解，相较于故宫西华门内老馆，新馆内的
档案查阅区查档机位成倍增加，达114个。馆内
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开放44个全宗档案468万
余件，官方网站可供检索的档案目录达410余万
条。同时上线《清实录》《清会典》2个全文检索数
据库，供公众免费使用。

禁止价格欺诈新规7月起施行

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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