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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芹不慎遗失2019年 11月
15日向五指山黎峒文化主题公园
有限公司缴纳刘春雨商行的合同
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0019982，
金额：80000元，特声明作废。
●杨才广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新龙镇那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17299号，
声明作废。
●符石兴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新龙镇那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21725号，
声明作废。
●澄迈桥头金福地瓜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鸿发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琼东 4600071000039）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中心幼儿园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34690071144907，声明
作废。
●琼海市金色童年幼儿园遗失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
海市爱华路支行开户许可证，编
号 ：6410- 00432828，核 准 号 ：
J6410028029401，声明作废。

●海南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
者协会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跃文（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定安定城雪影冷饮水吧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11209713，声明作废。
●陵水英州鹅仔批发部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80000766，声明作废。
●陈木印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的五楼二排4号铺面保证金
单一份，保证金单金额：108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林长香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的五楼一排3号铺面保证金
单一份，保证金单金额：132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符大川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的五楼陆排37号铺面保证金
单一份，保证金单金额：108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 符 福 全（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621225561x）不慎遗失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
权编号：469026104205100023J，
特此声明。
● 苏 族 英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7901071390，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内部土地承包合同
书一份，合同编号：神泉企（场、司）
内包字〔2017〕AQ0610号，声明作
废。
●万宁市南桥学校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90061520107，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燕子姐姐百货商行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200163568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口麦子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举办者拟由朱文博、贺勇、管
群、徐永涛、王淑艳变更为朱文博、
王淑艳、海南三业合盛投资有限公
司，现进行清算。联系方式：程禄南
0898-66860509，地址：海口市龙华
区华庭路26号四季华庭阳光华府
2A201房，邮箱：624812009@qq.
com。清算起止时间：2022年10月
27日～2022年 11月 26日；清算
组成员：朱文博、王淑艳、徐永涛、
程禄南、闫冰、黎铮铙、李亚琼。

清算公告
海南百树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举办者拟由李牧鸿、于利、张
梦瑶变更为张梦瑶、海口麦子语言
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海南自贸
区悦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校长拟由薛惠文变更为张梦瑶，现
进行清算。联系方式：程禄南
0898-66860509，地址：海口市龙
华区滨海街道海棠路3号恒大海口
湾二期南区商业街 2 层 C01—
C02，邮 箱 ：624812009@qq.
com。清算起止时间：2022年10
月 27日～2022年 11月 26日；清
算组成员：张梦瑶、宋瑶瑶、李牧
鸿、朱文博、程禄南、闫冰、黎铮铙。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遗失公告
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不慎
将2017年1月12日与三亚市房产
信息中心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亚分行签订的三亚市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原件遗失，（监
管账户户名：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
限公司，监管账户：46260150101

声明
本公司兆南熙园北区（30#、31#、
32#、33#、34#、40#、41#、42#、
商业 A）因解除跟深圳南海岸
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关系，
特注 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证号：460400202106070701）。
特此声明。

儋州兆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知
西安长兴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并赵
胜利：海南一桥置业有限公司及海
南鑫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再次通
知贵公司，请立即派员主导对日月
湾第106010土地进行规划报建及
投资开发建设。否则，该宗土地因
逾期开发而被政府收回的一切风
险概归贵公司承担。
特此通知！

海南一桥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鑫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7日

通知
西安长兴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并赵
胜利先生：海南一桥置业有限公司
和海南鑫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
代黄博向贵公司返还854号土地
对应之股权转让款共计1920万元
（其中，一桥公司代为返还420万
元，鑫桥集团以债权冲抵方式代为
返还1500万元）。另外，海南鑫桥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代海南一桥
置业有限公司返还贵公司854号
土地综合配套费及开发保证金
共计1691万元（其中：综合配套费
1246万元、开发保证金445万元，
均以债权冲抵方式代为返还）。
特此通知！
通知人：黄博、海南一桥置业有限
公司、海南鑫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告
海口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宝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2〕
第44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2〕第790号仲裁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7日

公告
海南云曦会计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胡金箔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2〕第442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
裁字〔2022〕第 789 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7日

房产招租
我公司拟按现状出租位于海口市
蓝天路40-1号中环综合楼二楼
3864.32 平方米房产，有意者请
尽快联系商洽。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8889998567。有效期到
2022年11月18日止。

海南矩正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JZ20221108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 11月 16日
10:00 在中拍平台（https://pai
mai.caa123.org.cn）按现状净价公
开拍卖：木制家具一批（清单备索）。
展示时间及地点：2022 年 11 月
12—13日；标的物所在地。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2年11月15日17:00
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具
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竞买须
知》。电话：18976730363；地址：海口
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1122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11月22
日上午10时至23日上午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
公开拍卖：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南环路桃源小区 1 幢、2 幢、3
幢、5 幢、6 幢、18幢共计48间储
藏间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竞
买保证金：5万元/间。2022年 11
月18日起现场展示。拍卖标的详
情及参拍具体要求请登录中拍平
台查看。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南
路汇隆广场一单元1-801房。电
话：0898-66723114。

减资公告
海南毕达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3997991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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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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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军，19989873937。

●儋州市东成镇中心学校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031213817，声明作废。
● 刘 洪 钧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5812121531，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60的
会员卡、会员证遗失，声明作废。
●琼山市松涛灌区工程管理处不
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遵
潭国用〔2000〕字第12-0004号，
声明作废。
●海南康倍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罗圣冠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
澄迈字469023100162号，声明作
废。
●随桂霞不慎遗失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后海温
泉小镇D栋201房收据一张，收据
编号：No3300135，金额：314104
元，特此声明作废。
●邢复腾不慎遗失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后海温
泉小镇C栋405房的收据两张，编
号：No3301465，金额：50000元；
编号：No3301428，金额：15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悦岭城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HWQKXJ）遗失
财务专用章和（陈明跃）法人章，声
明作废。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24688377300
891232）不慎遗失公章和财务专
用章两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
者协会公章一枚，因破损，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房产招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8800014602），因原件已遗失，在
此我司声明作废并以此遗失公告
办理相关业务。特此公告！

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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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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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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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1116期）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 11月
16日10:00至2022年11月16日16: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
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
卖：琼万渔23669船舶一艘，竞买保证金50万元。标的为海关依法
罚没的涉案财物，按现状拍卖和交付。有意竞买者须登录和注册京
东账号及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页面内
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
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录海口海关网址（http://haikou.customs.
gov.cn）查询。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1月14日至15日（提前预约
并遵守防疫要求）；标的展示地点：海口市碧海大道海警码头；联系
电话：0898-66723114、13036099114；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
89号汇隆广场一单元1-801房；海口海关联系电话：0898-68516387；
监督单位：海口海关监察室；投诉电话：0898-66188110。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首丹经济合作社、海南首丹实业有限公
司联合申报的首丹雅苑二期-6#楼项目位于海口市红城湖路北侧，
项目拟建1栋地上14层、地下1层（与已建的地下一层相连通）市场
化租赁式住房，拟建总建筑面积 5042.25m2，地上建筑面积
3274.36m2，地下建筑面积1767.89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
11月8日至11月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
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
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
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首丹雅苑二期-6#楼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 11月 16日 10:00在本公司
拍卖厅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旧机动车辆：琼CX6996，2012年
6月注册登记，别克七座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34500元，竞买保
证金：10000元。展示时间：2022年11月13～15日，展示地点：海
口市南海大道172号海口旧车市场停车场。

注意事项：本省竞买人须凭购车指标文件报名；拍卖成交车辆
必须办理过户手续（指定机构办理）；办理车辆过户的费用由买受人
全部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15日16:30（报名截止时间）前
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72号
联系电话：66826011，13876242898。

海南忠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1116期)

我局于2022年10月12日发布《陵自然资告字〔2022〕
33号》，开展2022-10号网上交易活动，现因出让控制指标
发生变化，经研究决定：终止该宗宗地网上交易活动。在终
止公告发布前已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将于终止公告
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按原交纳账户退回，不
计利息）。终止交易原因消除后我局将重新组织该宗宗地
交易，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8日

终止公告

能实现心率、呼吸、体动等体
征实时监测的5G智能护理床；根
据银发群体口味和营养需要量身
定制的奶粉；专为老年人研发的无
线蓝牙助听器……正在上海举行
的第五届进博会上，针对老年群体
设计研发的健康好物，彰显银发经
济的广阔前景。

今年“双11”，淘宝天猫、拼多
多、抖音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中
老年人体检服务、营养保健品、家

用医疗器械等产品销售均迎来大
幅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
事长王一鸣表示，中国老年人口规
模大，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发展潜
力巨大。随着老年人消费需求从

“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消费层
次不断提升，医疗健康、智慧家居、
旅游度假、文化娱乐等产业将提质
扩容，有效拓展国内需求，孕育经
济增长新动能。

苏宁易购平台数据显示，“双
11”开门红期间，智能跑步机销量同
比增长171%，动感单车销量同比增
长92%，投影仪销量同比增长54%。

王蕴表示，在线健康服务、在
线文娱、户外运动等新消费迅速发
展，不仅契合了居民消费升级趋
势，也为消费增长提供了新动能和
新空间。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
者王雨萧 白田田）

“双11”购物车里的消费新变化

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作为观察中国消费的一扇重要窗口，今年“双11”，
购物车里呈现哪些消费新风？

“今年天猫‘双11’，我们备货
量比去年多了3倍，仓库扩容到1
万平方米，仍然感到吃紧，新推出
的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国货品
牌蜂花相关负责人说。

10月31日晚，天猫“双11”开
启售卖1小时，102个成交额过亿
元的品牌中，国货品牌占比过半，
部分国货品牌1小时成交额超过
去年全天。

随着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和本
土品牌创新力不断增强，国货国潮
愈发走俏市场。今年“双11”，不
少国货品牌更是漂洋过海，“圈粉”

一大批海外消费者。
京东全球售数据显示，“双

11”预售期间，布鞋、绣花鞋等国潮
好物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订单额
同比增长400%；国潮走红还带动
了传统文化产品消费增长，在一些
国家和地区，历史小说成交额同比
增长380%，海外消费者尝试通过
书本深入了解中国。

“国货逆袭的背后，是国产品
牌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未
来，持续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
不断满足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将是国货实现长远发展的关

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王蕴说。

今年“双11”，国货“出海”的
同时，来自全球的进口商品也在加
速“上新”。新西兰、墨西哥、马来
西亚等近20个国家的商品正陆续
在京东上线国家馆，“双11”开门
红10分钟，京东国际国家馆整体
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12倍。

专家表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大背景下，规模潜力巨大的消费市
场，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
擎，也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发展新
机遇。

“今年买的东西不多，但都是
自己需要的。”家住湖南长沙的席女
士告诉记者，往年“双11”总忍不住
囤货，有些快过期了还没用完，今年
决定按需购买，不再冲动下单。

《京东11.11消费趋势报告》显
示，拒绝浪费、理性健康消费的理
念正在兴起，随着时间推移会带来

“回报”的健康消费、教育消费和运
动健身消费等愈发受到青睐。

随着各地促进绿色节能家电

消费等举措持续落地，绿色、低碳
消费理念成为今年“双11”的主旋
律之一。

“双11”开门红期间，苏宁易
购全国门店一站式以旧换新订单
量环比增长122%，绿色节能家电
销量环比增长126%；京东联合品
牌商家推出“青绿计划”，节能家
电、绿色食品等被打上“绿色”标
签；“双11”期间，银泰百货全国门
店启用可降解“绿色快递袋”，并推

出旧衣回收、化妆品空瓶回收等场
景，传递绿色消费理念……

此外，更多垂直细分领域消费
正在崛起，在各大电商平台，提升
生活幸福感的网红小家电、美妆香
氛、原创饰品等消费增长迅速。

专家表示，从最初全民狂欢式
的“剁手”，到如今品质消费、绿色
消费、理性消费渐成主流，“双11”
不仅见证了中国消费升级进程，也
折射出国人消费理念的巨大变化。

国货国潮“出海”，全球好物“上新”

“理性”“绿色”成为关键词

银发经济、运动健康等新亮点涌现

新华社发

上海首批自动驾驶
高速公路开放

据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记者王辰阳）在
7日举行的第二届智能交通上海论坛上，上海市交
通委员会等部门宣布上海首批自动驾驶高速公路
开放，包括上海嘉定区域内G1503绕城高速21.5
公里和G2京沪高速19.5公里，实现了自动驾驶测
试在大流量、高动态的高速公路场景的重要突破。

据介绍，上海目前累计开放926条自动驾驶
测试道路、可测场景达到15000个，里程数和可测
场景数据位居全国前列，形成场景较为完备的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应用环境，可以有效支撑自动驾
驶示范运营及商业落地。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上
海将持续加快推动智慧高快速路建设，推进相关
工作在长三角跨区域的联动水平，构建未来出行
服务新生态。

《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实施细则》也
于当日发布，明确了管理机制及第三方机构职责，
确定了申请主体开展示范运营的范围、路径、流
程、条件等，为企业开展示范运营活动提供了具体
的操作指引。

据了解，上海将加速推进智能网联汽车的落
地应用。现阶段，先开展“有安全员条件下”的示
范运营活动；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展“无安全员条
件下”的商业化运营。

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
选调公务员报名今日开始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记者范思翔）记者
7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2023年度中央机关公
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
于11月8日8：00至11月17日18：00期间，登录
2023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
专题网站（http：//subb.scs.gov.cn/lx2023）进行
网上报名，笔试将于12月3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
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同时举行。

据了解，本次公开遴选职位包括副处长职务
和一级调研员及以下职级职位，公开选调职位包
括一级至四级调研员职级职位。报名仍然采取个
人意愿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考试继续针对
不同职务职级命制相应试题，重点测查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用人部门根据考察情况和职位要求，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人岗相适原则，集体讨论、择
优确定拟任职人员，不唯分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