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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渔人冲浪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文昌市东阁镇大宝园村民委员

会铁山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3040001，

特此声明作废。

●定安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

J6410002169806，声明作废。

●定安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

Z6410001643101，声明作废。

●张俊秋遗失海南省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专用收据，编号：0574483，

开票时间：2019年 1月 30日，金

额：5887.00元（伍仠捌佰捌拾柒

圆整），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手拉手幼儿园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34690031156197，声明

作废。

●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陈凌霄

律师遗失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

的 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2110327387，流 水 号 ：

NO.11365731，声明作废。

●赵成信、赵成海、赵成江不慎遗

失坐落于东方市四更镇大新村委

会的土地证，证号：东方集用

〔2012〕第04396号，声明作废。

●洋浦乾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780707401T，声 明 作

废。

●陵水怡嘉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清耀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

第469005201900154号）对应的

报建设计方案文本材料原件，特此

声明。

●海口美潮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丁艳芳不慎遗失坐落于儋州市

白马井镇南片区滨海大道塞维亚

海岸10#楼3单元1703房的不动

产权证书，证号：20180021846，声

明作废。

法人变更公告
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晓晓现变
更为林新海。2022年9月30日前
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问题与现
法人无任何关系，所有债权债务由
原法人承担。特此公告。

儋州小晓食品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2年 10月 26日在《海
南日报》A12版刊登了《昌江黎族
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昌
自然资告字〔2022〕132号），地块
编号：CJ-2021-XHTP-11-01-
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容
积率由原公告的容积率≤1.0更正
为容积率≥1.0，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2022年10月27日

公告
常永明先生：您与我司因星光海岸
小区1号楼302房合同纠纷一案，
我司于近日收悉海南国际仲裁院
作出的裁决书［〔2022〕海仲案字
第1174号］，我司同意按照裁决书
协助您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
续，并履行相关裁定，请您及时与
我司联系办理上述事宜，电话：
68550652。同时再次通知您：请一
并提供您及夫人严惠卿分别拥有
的星光海岸小区1号楼1801、1802、
1803、1805房的购房合同、发票、
身份证等相关材料以配合我司办理
完成上述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转移
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的，我司不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海南金泰世纪
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6日

房产租赁权拍卖公告
定于2022年11月10日15:00在
澄迈县税务局会议室对澄迈县以
下房产5年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
金安站综合楼、原永发税务所综合
楼一层、永发原国税分局综合楼、
原马村税务局综合楼、山口原地税
务所综合楼一层、原新吴税务所综
合楼一层、原美亭税务综合楼等办
公用房。保证金5000元/项。房
产租赁详细资料备索，缴纳保证金
及报名时间：2022 年 11 月 9 日
16：00前。拍卖人：海南睿林拍卖
有限公司，电话：17689889766，地
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南苑大
厦A座17A房。

比选公告
美华路南延长线项目电力迁改工
程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业务
单位进行项目管道迁改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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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
日9点整～2022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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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工，电话：18789072177。

海口佳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7日

认婴公告
男婴，于 2022 年 7 月
28日晚上8点30分左
右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光坡镇新岭半路坡村
路边被捡拾，现登报寻

找男婴亲生父母，请于公告发布之
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电话：13876558366 李先生。

注销公告
儋州新盈农场新兴木材加工厂有
限公司、洋浦新洋贸易有限公司共
2家单位拟向儋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之日45天内到海南农垦西联农场
有限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5日

减资公告
儋州小晓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3MA5RCNY
R67），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减
至人民币1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联系人：郑晓晓，电话：
13807553789。

减资公告
海南民间资金登记服务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32414746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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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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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冀闯19989873937。

减资公告
陵水强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051080
194Q）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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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19989702288李丽勤。

●李晨遗失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

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泉小镇G12

栋住宅楼4层 3A01室的购房合

同，合同编号：CML000049005，

声明作废。

●王婷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海产权证海字第

5681号，声明作废。

●海南海之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客户何洪坤一张发

票，号码：00646393，现声明作废。

●海南海之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一张合格证，车架

号：LSGDS53L2NH080591，合格

证编码：WAE282221671824，现

声明作废。

●海南鑫沅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543508837）因公章破

损，声明作废。

●五指山四通商行不慎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11134763，现 声 明 作

废。

●羊永瑞不慎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 证 号 ：

469003108207010082J，现特此

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法人章补刻声明
海南馨通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5MA5RDWY802）（罗克
英）法人私章已丢失，现已补刻
新章，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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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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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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发〔2015〕22号）、《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海南
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以及《陵水黎族自治县全
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等重要决策部署，陵水黎
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县融媒体中心于2022年5
月5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网上发布《陵水黎族自治县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助发布尚未取得23家国有企业联系
人的函》，公告截止时间2022年6月5日仍无人与陵水黎族自治县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系。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2020年11月下发的《国有企业
改革工作有关问题解答》“三是因企制宜推进改革。要求正常经营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登记的
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因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等原因难
以改制的非正常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实施重组整合或清理注销”
的规定，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向公司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我委申报债权，逾期视为放弃债权。如公告截止日无人申报债权的
企业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全部作废。

23家企业名单：陵水黎族自治县陶瓷厂、海南陵水实业发展总
公司、陵水黎族自治县珍珠开发中心、陵水黎族自治县琼花日用化工

厂、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族矿产品加工厂、陵水黎族自治县煤炭公司、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城水产贸易公司、陵水黎族自治县信用担保公司、
陵水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陵水黎族自治县陵城工贸
公司、陵水县陵城镇建材工商公司、陵水县财源公寓楼管理中心、陵
水黎族自治县科海技术开发总厂、陵水黎族自治县劳动局劳动服务
公司、陵水黎族自治县总工会信技开发服务部、陵水黎族自治县老干
部活动中心服务部、陵水黎族自治县珍珠贸易公司、陵水黎族自治县
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实业公司、陵水黎族自治县工业贸易公司、陵水
黎族自治县经济开发贸易总公司第三公司、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机服
务中心、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招待所、陵水黎族自治县县扶贫公司。

牵头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联 系 人：王彤
联系电话：13198966595
电子邮箱：xczj83322396@163.com
注销咨询服务单位：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 系 人：费工
联系电话：13661284806
电子邮箱：582975839@qq.com
特此公告

2022年10月25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制改革23家企业注销清算公告
万宁神州半岛喜来登度假酒店&福朋酒店受万宁仁和发展有

限公司管理处委托，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取供应商，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一、酒店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喜来登&福朋酒店保安服
务外包。二、供应商应提供以下投标文件：（一）供应商营业执照正本
及副本复印件；（二）如公开招标项目涉及资质要求，应提供资质证
书。三、报名时间：2022年10月27日至2022年10月31日正常办
公时间（8:30～17:30）。如供应商未能在2022年10月31日17:30
前将投标资料邮寄至本招标公告第四条收件人处，视为放弃参选。
报名地点：万宁市神州半岛喜来登酒店采购部。神州半岛喜来登酒
店采购部联系人：刘广玉 0898-62538868转5923。四、投标文件请
分别邮寄至以下收件人：（一）黄春凤，电话：0898-62538868-
5101，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喜来登酒店驻店经理办
公室收；（二）李英，电话：0898-62538868，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东
澳镇神州半岛喜来登酒店财务总监办公室收；（三）刘广玉，电话：
0898-62538868，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喜来登酒店
采购部收。

神州半岛喜来登&福朋酒店
2022年10月26日

招标公告

日前，我国前三季度外贸“成绩
单”出炉——进出口总值31.11万亿
元，同比增长9.9%。业内人士认为，
面对多种不利因素冲击，我国外贸保
持稳定增长来之不易，充分说明各项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实施效果逐渐显
现，有效推动外贸保稳提质。

稳外贸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从
一季度10.7%的平稳开局，到5、6月
份迅速扭转4月份外贸增速下滑趋
势，上半年实现9.4%的稳步增长，再
到前三季度实现较快增长，中国社科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室副
主任张宇认为，在国内外多重压力之
下，我国外贸再次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与活力，继续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
出积极贡献。

具体来看，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
的竞争力不断体现：纵观前三季度，出
口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56.8%，其中出口汽车2598.4亿元，同
比增长67.1%，出口手机、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及其零部件也保持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车企加速“出海”，
比亚迪、蔚来、小鹏等多款自主品牌新
能源车型纷纷登陆欧洲市场。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
前三季度，国内汽车企业出口汽车

211.7万辆，已超过2021年全年出口
量，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8.9万辆，
同比增长超过1倍。

张宇认为，在全球贸易增速回落
的背景下，我国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
车出口大幅增长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效果，新兴产业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不仅进一步巩固
和提升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基础，
也提升了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此外，民营企业作为外贸主力军，
具有经营灵活度高、市场适应性强等
优势，已成为稳外贸的韧性担当。数
据显示，前三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增
长14.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0.2%，
比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

稳住外贸基本盘，不断扩大的“朋
友圈”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前三季度，
我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
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其中值得注
意的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经贸往来更为密切，合计进出口
10.04万亿元，增长20.7%。

今年以来，针对外贸领域遇到的
一些困难，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
很多省份也相继出台务实管用的配套
措施，建立企业“白名单”制度，重点予
以支持。9月 27日，商务部又印发
《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主要包括增强外贸履约能力、进一步
开拓国际市场、激发创新活力、强化保

障能力等内容。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兼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当前，外贸发展
环境日趋复杂，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压力正在加大，有必要出台新一轮稳
外贸政策，进一步为我国外贸企业纾
困、解难、助力。

无纸化申报、一站式办理、大数据
实时互通……这几个月，从事跨境电
商的连云港港隆贸易有限公司订单量
不断增加。据公司经理王子文介绍，
在南京海关的帮助下，如今跨境货物
不管是进库还是出库，都可以通过线
上快捷办理，数字红利不仅进一步提
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助力企业信
心明显增强。

扩需求稳市场，各地海关也频出
实招：广州海关围绕支持重点项目建
设、支持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
服务基地等四个方面，细化出台48条
支持措施；杭州海关开展“十地百团助
千企”精准服务活动，促成高新技术货
物一体化查验协同试点政策优化，拓
展市场采购预包装食品出口试点；北
京海关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南京
海关通过“企业问题清零”机制、扫码
查询解答等方式对企业广泛开展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关税
减让、原产地规则等政策宣传……

广东黄埔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
蔡羿玮表示，黄埔海关稳步扩大“组合

港”“一港通”改革试点范围，推广“铁路
快速通关”模式支持中欧班列快速发
展，引导企业在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研
发、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同时打造“重点
企业直通车”优化服务助企纾困解难，
从而全力以赴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张宇认为，总的来说，尽管我国面

临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
等不利的外部环境，但外贸大盘稳定
增长体现了我国产业集群的优势和产
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以及核心竞争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记者
邹多为）

总值31.11万亿元同比增长9.9%，我国前三季度进出口稳定增长

传递出“稳外贸”落地显效

新
华
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6 日电
（记者谢希瑶）商务部 26日对外公
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13794
亿元，执行额 9471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12.9%和 12.6%。其中，承接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7824 亿元，
执行额 550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6%和 9.7%。
从业务结构看，前三季度，我国企

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
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
（KPO）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4.1%、
12.6%和15.2%。其中，新能源技术研
发服务、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互联
网营销推广服务等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160.0%、
128.5%和58.9%。

从区域布局看，前三季度，全国
37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
比分别增长13.2%和10.2%，分别占
全国总额的 90.0%和 90.7%。长三
角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3.2%和
12.5%，分别占全国总额的47.5%和
51.1%。

从国际市场看，前三季度，我国承
接美国、中国香港、欧盟离岸服务外包
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7.1%、17.3%和
14.1%。我国承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离岸服务外

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2%。
从企业性质看，前三季度，民营企

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占全国
30.6%，同比增长27.3%，比全国平均增
速高出17.6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占全国
44.8%，同比增长9.7%，与全国平均增
速持平。

前三季度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12.9%

我国民航10月30日起
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周圆）记
者26日从民航局获悉，我国民航将自2022年10
月30日至2023年3月25日执行2022/2023年冬
春航季航班计划，新航季共有127家国内外航空
公司计划每周安排104573班客货运航班。

在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航线航班方面，54家
国内航空公司每周安排95173班客货运航班计划，
同比2021/2022年冬春航季增长2.31％。其中，客
运航班计划每周安排92970班，同比增长2.41％。
新开辟445条国内航线，计划每周安排6065班，主
要涉及包头、揭阳、阿克苏等机场的航线。

在国际航线航班方面，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
每周安排客运航班840班，同比2021/2022年冬
春航季增长105.9%；计划每周安排货运航班（含
客改货）6148班，同比增长6.7%。

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徐青表示，在航班执行
过程中，民航局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
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根据疫情防控、市场需求
等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航班执行。

着力化解居家养老安全风险

我国将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
探访关爱服务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高蕾）记者
26日从民政部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民
政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文件明
确，到2023年底前，我国将基本建立特殊困难老
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机制；到2025年底，确保特殊
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到100%。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在发布会上
介绍，新印发的《关于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
爱服务的指导意见》在探访关爱服务方面作出了
制度性安排，着力化解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
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居家
养老安全风险。

据介绍，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
其目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防风险，帮助特殊
困难老年人在居家养老中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风
险，加强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二是送温暖，主动
将党和政府的养老政策和关心关爱送上门，支持
家庭成员更好履行赡养、扶养义务；三是强服务，
充分了解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根据需
求协助对接服务资源，做好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
老顾问和帮手；四是促和谐，通过动员社会、社区
各类力量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弘
扬敬老孝老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