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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宽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发票章、（苏德辉）法

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常平镇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于2014年4

月9日开具的广东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号：

AY64209775财政，声明作废。

●三亚上九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李康年不慎遗失坐落在市牛角

村10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

号：海口国用〔93〕第字12290号，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聚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

MA5TPALT7Q）遗失财务专用

章，现声明作废。

●王月珠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

469034201801816号，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优博睿零售业商

行遗失移动资金往来专用收据1

张，票号：19385013，特此声明。

●林青松不慎遗失三级船长证书，

证号：460028196808151X05，声

明作废。

●杨红怀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下红兴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20882号，

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

公司儋州洋浦乐讯电信专营店不

慎遗失海南电信资金往来专用收

据3张，票号：0222525、0222526、

0222527，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统计局不慎遗失国库集

中支付零余额账户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Z6410000736602，现声明

作废。

公告
海南乐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何善重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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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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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减资公告
海南凯偲勤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842J5L），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50万元，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詹
胜，电话：0898-68541218。

高 5.3 米，面积 80m2～280m2，租

金低至27元/m2/月起。联系人：

郑俊妍，手机：18889706285，电

话：0898-66519378。

●琼海市博鳌儒商论坛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69002MJP296459P，
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东方市四更中心
学校委员会原工会主席符其雄的
《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一本
不慎遗失，证书号：210900076，声
明作废。
●何建懋遗失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证 书 ， 编 号 ：
HN202109010135227（评），声明
作废。
● 符 燕 玉（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8911224029）于 2020
年8月24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
区医院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
失，编号：U350075793，声明作废。
●洋浦尚遇奶茶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X88Q8M）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曹越遗失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
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泉小镇G8栋
住宅楼16层1607室的购房合同，
合同编号：CML000056600，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上海延安医药洋浦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73
00655198），注册地址：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洋浦保税港区建设
一路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产业园6
号厂房第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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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0万元减少
至12,7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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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孙乃金，电话：021-
54173650，邮寄地址：上海市闵行
区莘建东路58弄C座15楼。

●万宁市农村经营管理总站不慎

遗失（朱美峰）法人私章一枚，声明

作废。

●万宁市农村经营管理总站不慎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宁红专支行开户许可证，专用账

户核准号：Z6410000586302，基

本 账 户 核 准 号 ：

J6410002917102，声明作废。

●海南宝利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晓虹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 一 本 ， 证 号 ：

4601990016049357，现 声 明 作

废。

●定安定城兔兔杂货店（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5MA5RGAQ78R）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90211027433，声明作废。

●洋浦臻美商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3002100248）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声明

道歉声明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本
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21〕琼72民初154号，经海口海
事法院审理认定，本人采用低于国
家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
非法捕捞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
法规的规定，破坏了海洋生物种群
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性，
侵害了海洋生态环境，致使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通过法
庭审判，本人对自身的过错和危害
后果已有深刻的认识和悔悟。在
此真诚地向广大社会群众赔礼道
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声明人：何俊毓 202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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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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建家园首层铺面招租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文大

道琼文东一巷46号，毗邻新区临

空产业园。国企开发，共17间，层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2022〕琼01执恢53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曹彬与被执行人吴经文、郭春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郭春花名下位于海口市秀

英东方洋开发区滨景花园北边 17 号的房（不动产权证号：

9250）。现本院拟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等处置，如案外人对

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

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

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9月17日

联系人：钟法官，联系电话：0898-36661780。

2019 年 12 月 30 日，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
宏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海口兴业）签
署了《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兴银琼（债转）字 2019 第 001 号，以下
简称：债转协议】，根据债转协议，鼎宏公司取得前述协议所涉“不良
资产债权”，现就前述“不良资产债权”处置一事，冯玉娥女士作为鼎
宏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代表鼎宏公司声明如下：上述协议所
提“不良资产债权”仅由鼎宏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自行处置，其
他任何人均无权代表鼎宏公司就前述“不良资产债权”与任何人或单

位进行接洽、谈判或从事对前述“不良资产债权”产生影响的其他活
动，也无权代表鼎宏公司就前述“不良资产债权”与任何人或单位签
署任何协议。未经鼎宏公司法定代表人亲笔书面确认，其他任何人
均无权代表鼎宏公司支付、收取或者指定收取与前述“不良资产债
权”相关的任何款项。为避免任何意向受让方或相关人士的利益受
损，特向公众作出声明和提醒。特此声明！

声明人：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冯玉娥
2022 年 9月 17日

关于海口鼎宏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除其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处置自有债权或资产外，其他任何人无权处置的声明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近日择机实施第二次出舱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李国利 杨欣）记者
16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神舟十四
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二次出舱活动。

自9月2日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以来，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先后完成了出舱活动恢复、
机械臂测试与操作、第二次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
持续开展空间材料研究、高等植物培养等空间科
学实（试）验项目。

目前，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
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工信部：

将加快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
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张辛欣）工
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黄利斌16
日表示，将加快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强化电池流向管理。

黄利斌是在16日工信部举行的“推动工业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190余家
汽车生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企业在全国设立
了10235个回收服务网点。天眼查数据显示，我
国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达3.85万家。

黄利斌表示，目前已探索形成“梯次电池以租
代售”“废料换原材料”等一批新型商业模式。工信
部将加快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管理办法，加大退役电池柔性拆解、高效再生利
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力度，同时，加快出
台一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持续实施废旧动力电
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
调整机制，培育壮大梯次和再生利用骨干企业。

9月16日，一只被救助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海南鳽伤愈后在栖息地广东清远被顺利放归大自
然。7月27日晚，这只左眼受伤的海南鳽被广东
连山笔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并送
至清远长隆国家级世界珍稀野生动植物种源基地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经过精心治疗和养护，海南
鳽伤情明显好转，在接受全身检查及评估后确认
符合放归条件。

海南鳽是中国特产的鸟类，野外数量仅1000
只左右，比大熊猫还要稀少，被列为全世界30种
最濒危鸟类之一。昼伏夜出、不喜群居、不喜鸣叫
等习性使得它极少被人观察到，因此也被称为“世
界上最神秘的鸟”。

图为伤愈放归自然的海南鳽飞向广东清远的
山林。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鳽
在广东被救助放生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国家统计局16日发
布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
复发展态势，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就业
物价总体稳定，多数指标好于上月。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回升，服
务业持续恢复。8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比上月
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32%。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8%，
比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恢复加快，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累计增速由负转正。8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258亿元，同比增
长5.4%，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1
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0.5%，1至7月份为下降0.2%。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1至8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5.8%，比1至7月份加快0.1
个百分点；8月份环比增长0.36%。

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一般贸易
占比提升。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8.6%。1至8月份，一般贸易进
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4.3%，比
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基本平稳。1至8月份，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898万人。8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下降0.1
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回
落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8月份国民经济顶住
多种超预期因素影响，延续恢复发展
态势，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但也

要看到，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
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16日举行的国
新办发布会上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狠抓一揽
子稳经济政策措施和接续政策落地见
效，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着力稳就业稳
物价，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8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新华社沈阳9月16日电（记者
汪伟 米思源）16日11时许，载运着
第九批8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及837件遗物的空军专机降
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英雄们回
到祖国怀抱。

北京时间上午8时35分，中韩
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志愿
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空军运-20
专机于9时30分从韩国仁川机场起
飞，进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歼-20为
其护航，向英雄致敬。沈阳桃仙国
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志
愿军烈士回家。

13时10分，志愿军烈士遗骸迎
回仪式在雨中举行。退役军人事务
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主持，中央
对外联络部、外交部、财政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际军

事合作办公室和辽宁省委、省政府，
沈阳市委、市政府，驻沈解放军、武
警部队等负责同志，以及抗美援朝
老战士、烈士家属、部队官兵代表、
青少年学生代表等约400人参加。

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思念曲》
奏响，礼兵护送着覆盖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
椁，缓步来到棺椁摆放区。全体肃
立，奏唱国歌，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
遗骸三鞠躬。

英魂归故里，世人泪满襟。仪式
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被护送
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据
安排，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安葬仪式将于17日举行。

新华社韩国仁川 9月 16日电
（记者陆睿 孙一然）16日上午，中国
和韩国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第

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交接仪式，确认交接88位志愿军烈
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常
正国率中方交接代表团、韩国外交
部第二次官李度勋与国防部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仪式。中韩双方代
表现场签署了交接书。中国驻韩国
大使邢海明为志愿军烈士棺椁覆盖
国旗，中方举行悼念仪式，中国人民
解放军礼兵护送烈士棺椁登上解放
军空军专机，烈士英灵将回到祖国
和人民怀抱。

交接仪式上，常正国表示，中韩
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坦诚
友好、务实合作精神，已连续9年共
同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
骸交接，中方将913位烈士遗骸接回
祖国。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双

方交接志愿军烈士遗骸是中韩关系
与时俱进发展的重要象征。中方感
谢韩方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付出的
努力，将进一步加强与韩方务实友
好协作，积极推进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保护相关工作，让更
多志愿军烈士英灵早日回到祖国。

9月14日至16日，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外交部、
财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部
门组成的中方交接代表团赴韩国，
实施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遗骸交接工作。

中韩双方交接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88位志愿军英烈回到祖国怀抱

9月16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左）从韩方接过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棺椁。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9月16日，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礼兵将殓放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从专机上护送至棺椁摆放区。

9月16日，空军两架战斗机为护送烈士遗骸的专机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