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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吉尚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冀乡工贸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20126697-2，
声明作废。

● 邵 奕 嘉 ，身 份 证 号 码 ：
411103199701090022，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对外租赁合同书
二份，合同编号为神泉企（场、司）
外租字〔2017〕AQW0023 号和
神 泉企（场、司）外租字〔2017〕
AQW0037号，声明作废。
●海南双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MA5T1
M681W）遗失公章，声明作废。●海南省海上极限运动协会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5912001，声明作废。●海南省海上极限运动协会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00000563979402，声
明作废。● 符 国 兴（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7506040417）因保管不
慎遗失土地证，证号：海口市国有
〔2010〕第0004459号，土地面积：
12.4m2，特声明作废。● 张 桂 丽（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181197001153524）因保管不
慎遗失土地证，证号：海口市国有
〔2010〕第0004417号，土地面积：
6.5m2，特声明作废。●文昌市锦山镇新室村民委员会
后头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8228501，特
此声明作废。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第二支公司

地址变更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自2022年
10月9日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市第二支公司营业场
所地址变更，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如
下：机构住所（新址）：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滨海大道31号林业大厦
第 9 层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
000005460100800；发证机关：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
监管局；发证时间：2022年 10月

声明
陈文珠1992年9月1日购买了位
于海口市南宝路地段之明都大厦
8/F楼 I房，为该不动产权利人。
如对该不动产产权有异议的，请于
登报之日起 30日内将异议材料
发送给声明人，逾期未提出异议或
异议不成立的视为无异议（联系方
式 ：chanmanchu6@gmail.com，
00852-92632598）。
声明人：陈文珠2022年10月20日

9日。联系电话：0898-66214543，
客服热线：95519。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第二支公司

公告
海南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
公司黄伟钦于2003年至2004年
预借我办636200元，用于元门乡
向民村道路工程189700元，用于
青松乡牙扩村道路工程 446500
元。黄银川于2003年至2004年预
借我办3560000元，用于牙叉镇牙
叉村至白沙村道路桥梁工程，至今
尚未结算，请贵公司黄伟钦、黄银
川在登报十五日内到我办办理相
关事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联系
人：王小燕，联系电话：27722135。
特此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以工代赈办公室

卖 公告》《竞买须知》。电话：
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1020-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1月3日上
午10时至2022年11月4日上午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
拍 卖 平 台（https://auction.jd.
com/haiguan.html）按现状公开拍
卖：4·25专案罚没财产金银首饰
一批（15件）、手机一组、手表一
块。展示时间：11月1日～2日。竞
买人须登记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
认证，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
告 》《 竞 买 须 知 》。电 话 ：
18689568397，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公告
海南绿康元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唐荣莲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440号），现依法向你单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1020-1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1月7日上
午10:00至2022年11月8日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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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专案罚没财产琼A0M579东
风日产轩逸等13辆机动车。展示
时间：11月3日～4日。竞买人须
登记注册淘宝账号并实名认证，
具体要求详见阿里拍卖平台《拍

声明
三亚吉阳区金童年托育中心经营
者李延波于2021年12月10日租
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红
郊二组82号1-3层，现声明该地址
此前注册的所有企业及机构与本
托育中心无任何关系，特此声明。

三亚吉阳区金童年托育中心
2022年10月19日

减资公告
海南海联达固废综合利用开发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9FKE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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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万元减少至 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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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周洪昌，电话：
19989801919。

●周小亮不慎遗失三级船长证，证
号：460028198803162x87，声明
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录
南村委会枫树坪新村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9221902，声明作废。
●文昌天海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丰华建筑工程部遗失
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林安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方正法律事务所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33792501，编 号 ：6410-
00519882，声明作废。
●海南东宏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沈东磊）法人章，声明
作废。
●许宇良（悦美）遗失潮立方2/B2
号商铺租赁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
编 号 ：0013435，保 证 金 金 额 ：
26046元，特此声明。
●彭平安遗失驾驶证，证号：
421123197202010815，声明作废。
●钟生良因保管不善将《林权证》
昌江林证字〔2008〕第 001141 号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刘浩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210410200004030，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第663号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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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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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信息
根据国资委管理要求，我司对昌江
县建材厂原厂址土地进行公开招
租，现公告如下：一、面积：约175
亩。二、地址：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
镇叉河村；请联系：26622832、
17396482220（钟涛）。昌江黎族自
治县商业总公司2022年10月14日

出 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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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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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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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拍卖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各农户：根据县委县政府文件要求，本场于2020年12月启动海南
华澳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隔离场二期项目工作，截止2022年10月
20日，尚有一座疑似无主坟未有坟主认领（碑文：皇清端直顯考王
五公之墓等字样），坟墓位置为刺山岭，东靠美桃村，西近美向路，北
靠孝友村，南近美向路。为确保项目顺利建设，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请涉及的坟主自本公告之日起7天内（即2022年10月20日
—2022年10月26日）到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或直接到现场登记办
理有关迁移补偿手续并配合完成迁移，逾期未认领登记的，农场将
依法依规把坟墓迁至海福陵园公墓。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干事 电话：13005053339
本通告发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 2022年10月20日

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关于海南华澳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隔离场二期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坟墓搬迁的通告

《广东能源集团海南琼海塔洋渔光互补项目升压站独立地块控制
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塔洋镇区东南部，乐利村北侧，距离
塔洋镇区约2.5公里，项目用地面积8226平方米。用地性质确定为供
电用地（1303），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0.5，建筑密度≤30%，建
筑限高≤15米，绿地率≥30%。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公
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10月20日至
11月18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2422400556@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塔洋镇
人民政府；地址：琼海市塔洋镇前门街1号塔洋镇人民政府；邮编：
5714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62910351。

琼海市塔洋镇人民政府 2022年10月20日

关于广东能源集团海南琼海塔洋渔光互补
项目升压站独立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当事人：韦延科
身份证号码：452524196708230217
地址：广西平南县平山镇荣路村路三屯95号
我局已于2022年4月22日向你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澄综执（罚）字〔2021〕第NY067号]，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4980
元（大写：肆仟玖佰捌拾元）的行政处罚。你应于2022年5月7日前
缴纳上述罚款至指定账户（中国工商银行澄迈支行，银行账号：
9558852201000051368），但你未履行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未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责令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十日内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下列义务：

1.缴纳人民币4980元的罚款；
2.缴纳加处罚款人民币4980元。
共计缴纳罚款人民币9960元。

逾期不履行的，我局将依法向澄迈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你可在收到本催告书后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

联系人：徐文法 联系电话：67621552
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0月20日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澄综执（催）字〔2021〕第NY067号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被执行人海南中和

（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保税区，面积33296.6㎡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证号：2004001433]及地上在建工程,按现状进行
变卖。现将变卖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变卖价格：49760.9472
万元,保证金:5000万元。二、变卖期限及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不超过60日，每15日为一个变卖周期，每一个变卖周期内
无人应买或一人应买的，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变卖周期，如周期内
有两人报名则直接转为现场竞价环节结束本次变卖项目。三、
变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四、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683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22〕琼01拍1号、〔2021〕琼01执66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五、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
国际金融中心906室。六、特别说明：（一）变卖标的现场由买受
人自行前往查看，拍卖人对变卖标的物所作的说明和提供的资
料、图片等，仅供竞买人参考，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何担保，变卖
标的以现状变卖，土地的实际面积以过户时登记机关确定的为
准。（二）因变卖财产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
过户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委托方和拍卖人不承担过户办

证涉及的一切费用；对变卖标的能否办理过户手续、办理时间及
欠缴的土地出让金等情况，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
部门咨询确认，委托方和拍卖人不作过户的承诺。（三）请竞买人
在变卖前必须仔细审查变卖标的物，调查是否存在瑕疵，认真研
究查看所竞买标的物的实际情况，并请亲临现场实地看样，未看
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竞买人慎重决定竞
买行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
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四）变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
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付变卖产生的费用损
失、弥补重新变卖价款低于原变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
行人的债务以及与变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重
新变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对于在司法变卖过程中恶
意抬价、扰乱司法变卖秩序的买受人，委托方将根据情节轻重依
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本次变
卖过户产生的税、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负
担，被执行人因本宗土地使用权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含利息、违
约金）从变卖成交价款中支付，具体欠款的土地出让金（含利息、
违约金）由竞买人向相关职能部门了解。七、拍卖机构电话:
0898-65203602 13398975899。八、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
66518786。九、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变卖公告〔2022〕琼01拍1号 公告
特寻湖南省罗汉琛点善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克、理事成员

朱圣圣（秘书长）、郑成秀、张耿华、符淑娟、王琳、王峰，监事陈文
多、郑成丽。近3年来基金会多次拟召开理事会，均未能联系上你
们如期参会，造成基金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也违反了《基金会登
记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现根据《章程》五年一届的规定，基金会定于2022年11月1日
上午九点在长沙市湘江新区光明村如意山居汉琛体育馆召开换届
大会，请以上理事、监事成员在本公告发布后10日内速与基金会项
目专员胡中联系，联系电话：17363758949。若本次仍未按时出席
换届大会，基金会由登记机关、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与理事长组成
换届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基金会换届工作，并增补新一届理事。

特别公告基金会项目专员胡中于2022年10月8日、10日、15
日多次以拨打电话形式通知以上理事、监事成员参加换届大会情
况：副理事长王克、理事成员郑成秀、张耿华电话拨打多次无人接
听且未回电话；理事成员朱圣圣（同为秘书长）、符淑娟电话均提示
为空号；理事成员王琳、王峰均表示对成为基金会理事完全不知
情，便挂断通话；监事陈文多、郑成丽接通后均称非本人电话，再打
无人接听。 特此公告！

湖南省罗汉琛点善公益基金会
2022年10月20日

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10HN025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儋州市那大军屯东坡路235号房产，
房产建筑面积为 422.86m2，土地面积为 281.25m2。挂牌价为
2283444元。

公告期为：2022年10月20日至2022年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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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清房公告
海口市海府路48号1单元402房、501房住户：

根据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省本级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房产地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我单位开展房产地产清查工

作，经查实：海口市海府路48号1单元402房，海口市房权证为海

房字第HK254299号；海口市海府路48号1单元501房，海口市房

权证为海房字第HK254301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如对以上房产权属有异议，请于3天内联系总台房产地产清

查小组成员王一山（联系电话：13307613139），说明情况并提供权

属证明。特此公告。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2022年10月20日

寒冬将至。随着俄罗斯对欧洲主
要输气管道“北溪”天然气管道几近

“断气”，欧盟多国忧心忡忡，忙于备气
过冬。然而，近日却有30多艘装载液
化天然气的船只在西班牙周边海域漂
流，没有及时靠岸卸载。

分析人士指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西班牙储气和再气化能力已达极
限；二是船只老板希望“囤积居奇”，等

待以更高价格出售天然气。然而，表
面之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欧盟内部
在天然气供应问题上意见不一。

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较低，
西班牙是此次欧洲“气荒”中受影响较
小的国家之一。当前西班牙储备的天
然气已达存储能力的92%，另有足够维
持近一个月的战略应急储备量，加上来
自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天然气，西班
牙今年应当可以安然过冬。

目前，西班牙拥有6个再气化工
厂，还有一个即将投产，占欧洲总数的

近三分之一。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
道，作为西班牙最重要的储气库之一，
位于瓜达拉哈拉市的储气设施储量几
近极限。

西班牙不积极接收液化天然气船
只还凸显出欧盟内部分歧。西班牙积
极推动的天然气北输管道建设计划被
有核电优势的法国抵制，管道修至法
国边境后，建设计划搁浅。西班牙无
法将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等急需天然气
的欧洲北部国家，因而也无法释放库
存推动再气化。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西班牙首
相桑切斯利用各种机会游说其他欧盟
国家特别是法国，支持其继续修建起
于西法边界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将管
道由法国向北修至德国。

尽管欧盟表示愿意出资支持继续
实施管道修建计划，但法国态度模棱
两可。桑切斯计划本周在布鲁塞尔继
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葡萄牙总理科
斯塔会晤，争取在欧盟峰会讨论天然
气问题前取得进展。

随着西方对俄能源制裁不断加

码，加之近期发生“北溪”天然气管道
发生泄漏，能源问题成为欧盟国家最
关切议题之一。

欧盟成员国计划20日至21日在
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天然气
供应问题。据报道，此次峰会将敲定
天然气价格上限，要求成员国联合采
购、增加天然气储备，呼吁各成员国有
偿互助供气，加强天然气基础设施安
全保卫措施等。

（新华社马德里10月18日电 记者
胡加齐）

赴欧液化天然气船只缘何流浪海上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8日电 中
国裁军大使李松18日在第77届联合
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就核裁军问题做专
题发言，全面阐述中方立场。

他说，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
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的核战略与核
政策具有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
见性，在核武器国家中不仅独树一帜，
也是最为负责、最为透明的。中国郑重
承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并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
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其他
核武器国家开展军备竞赛。个别国家

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对中国核政策、
核力量建设不时进行无端猜测和污蔑
指责。中国的核战略、核政策与实践光
明磊落，严肃负责，不会改变。中方也
不会受到那些猜测和指责的影响。

他说，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
续恶化。核武器作用、核战争风险等
问题再度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核
裁军何去何从，联合国需要答案。中
国主张：

一、国际社会应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大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必须
摒弃战略竞争、以意识形态划线、阵营
对立对抗理念，放下独享安全、绝对安

全的执念，不将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
安全之上，不利用核武器称王争霸、欺
凌胁迫无核武器国家。

二、美国和俄罗斯作为依然拥有最
庞大核武库的核超级大国，应继续履行
核裁军特殊、优先历史责任，以可核查、
不可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
步大幅、实质削减各自的核武库，为最
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三、核武器国家应对有关核战略与
核政策做出切实调整，降低核武器在国
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承诺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不把任何国家列为核打击目
标，不将核武器瞄准任何国家，无条件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呼吁五核国
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并积
极推动缔结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
安全保证”的国际法律文书。

四、“核共享”与《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不应鼓励、
不得扩散。

五、今年1月，五核国领导人发表
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
得”。这一历史性声明必须得到严肃
认真的恪守。

六、必须坚决抵制损害国际核不
扩散体系的错误做法。个别核武器国
家把地缘政治利益凌驾于核不扩散目
标之上，奉行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与

无核武器国家开展违背《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核潜艇合作，并
企图在亚太地区复制“核共享”。国际
社会应旗帜鲜明地反对上述核扩散行
径，共同创造有利于核裁军取得进展
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

李松说，中国领导人提出全球安
全倡议，倡导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
的安全架构，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实
现世界长治久安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全面落
实全球安全倡议，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国际秩序，积极参与推动国际军控、裁
军和防扩散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做出新贡献。

中国裁军大使在联大做专题发言

中方就核裁军问题提出六点主张

10月18日，车辆经过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厦。

欧盟委员会10月 18日提出联合购买天然
气、对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实施限价机制、协调欧
盟成员国能源供应等新的紧急措施，以应对欧盟
天然气价格高企，确保今冬能源供应安全。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苏罗维金：

俄特别军事行动区域
局势“总体紧张”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8日电（记者华迪）俄
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总
指挥苏罗维金18日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局
势“总体紧张”。

苏罗维金当天对媒体表示，乌方并未放弃攻
击俄军阵地，尤其是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尼古
拉耶夫-克里沃罗格等方向，乌方日伤亡人数在
600至1000人之间。

苏罗维金还说，俄军继续使用高精度武器打
击影响乌军战斗力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

欧盟提出新紧急措施
应对天然气价格飙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