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

认婴公告
某女孩，姓名不详，于

2009年8月18日在海南省琼
海市会山镇沐塘村委会沐塘
村被捡拾，请以上女孩生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
逾期视为社会弃婴女孩。
联系电话：0898-36836706 联系人：小段
琼海市儿童福利院（琼海长养乐园儿童福利服务中心）

2018年7月11日

冻品 水果 蔬菜 鲜肉 海鲜
调料 干货 酒水 美食 超市

1.餐饮行业微信采购专业食品食材，
市内2小时配送，省内第二天送达
2.欢迎各区域商家入驻，入驻费
1000元，月租300元/月
咨询:0898-63333033

微信——生鲜冻品市场——搜索 购买

批发：

生鲜冻品市场二维码

百业商情

招 聘

家 教

出租转让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商务代理

认婴公告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周年庆：公司注册含章266元
免费记账半年！18289366222

临街铺面转让或出租
府城市内，600平米，转让费面谈。林先生：18976241501

秀英区仓库招租，10000m2

15338994352, 13807635355

社区招聘护士
18789700958

攻克中高考
对准考纲，因材施教，一对一，小
班，暑假强化训练！13687503268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 全日制 暑期托管
培优小班 13976996417

遗失声明
梁春蕊遗失车牌号:A707A1宝马

x5小型越野车车钥匙一把，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邱武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

460199001303183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家碧遗失特种作业操作证[建

筑起重司索信号工（初级）]，证书编
号：琼A0320150000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焕发一号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92469002MA5RJ6N66F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文宝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519750701451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琼海玉丰养羊农民专业合作社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469002NA000042X，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陵水椰林仁平早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346011054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屯昌屯城鹏飞图文广告店遗失海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二联），发票代码：4600171320，发票
起止号：21865205-218652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利国宝芝林大药房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33MA5T2C6K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金卫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三亚分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2)，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200395794553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万商家居有限公司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1MA5RGJJ2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东平谢天华猪肉摊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和副本各壹本，证号为：
4690026011256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佳西种植专业合作社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33NA000289x，声明作废。

初高中数学专业辅导
十年教学经验，曹老师13086001479

遗失声明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遗失海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320，发票号码：
00841370、00841752、00853587、00828582；
发票代码：4600164320，发票号码：00079053；
发票代码：4600161320，发票号码：04043396、
09098869、09098564；发票代码：4600162320，
发票号码：09384486、16190775、09385264、
02435995、09384998、16190561、02434625、
02434308、02436262、02436263、02436264、
024362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高博户外拓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4 张，发票代码:4600162320；发票号码:10331825、
10331826、10331827、1033182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琼山安万湘体育用品店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7MA5T3MCF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定城韦邦标商店遗失工

商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256001434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陵水本号叮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34MA5RGPKQ6L）拟向陵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至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海甸五西路临街别墅出租
院内可停8辆车：13337648005

注销公告
昌江才华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31MA5RDCPN2P）拟向昌江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晨

星分公司遗失税务局登记证正本，琼屯国登
税字46002676749918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雄旺农产品运销专业合作社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25NA00005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月明-2 号岛-322 栋- 1603 号房，收据编号

HHD5073098，金额：80317 朱娟-2号岛-322栋-2102
号房 ，收据编号HHD5073099，金额：810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培发良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金税

盘，税号：93469033698946841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宁协盛置业有限公司遗失深圳增值

税专用发票10张，发票代码：4403174130，
发票号码：04435247-56；声明作废。

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高薪诚聘
设备维修工3名 要求：男性，45岁以下，
中专学历，会电氧焊、有电工操作证。有1
年以上生产型企业工作经验者优先；月薪：
4500-5000元，相关福利：1、五险一金，企
业年金，年终奖等，2、公司提供食宿。
公司地址：海口市港澳大道6-1号。
联系人：严小姐 联系电话：0898-68630558
公司邮箱：hnyt_2012@163.com

遗失声明
东方市城东兴鸿茶行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0719700925761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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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日，
刚参加完高考的小
林和同学前往海口
新城吾悦广场一家
电玩城打游戏，小
林 不 慎 将 iPhone7
手机落在游戏机上
被一名小男孩拿走。

记者 吴兴

昨日，小林告诉记者，他今年参加高考，
成绩不错，填报完志愿后，他经常和同学出
来放松玩耍。

9日中午，小林和同学前往电玩城打游
戏。13时左右，正在玩游戏的小林突然发
现自己的iPhone7手机不见了，手机内存有
大量填报高考志愿的个人资料，他赶紧跑到
之前玩过的游戏机上寻找。“我记得我玩游
戏的时候，把手机放到离我不远的汽车游戏
模型上，可找了几次都没有发现手机。”

发现手机不见后，小林和同学前往电玩
城办公室查看监控。小林发现，手机的确是
放在汽车游戏模型上，被一个小男孩拿走

了，该小男孩身穿T恤和黑色短裤，手拿蓝
色塑料袋，和小男孩一起的还有2名年纪相
仿的孩子。随后，小林冲出电玩城办公室，
找遍电玩城仍未发现拿走手机的小男孩。
经电玩城工作人员再次查看监控发现，拿走
手机的小男孩已经离开了。

小林表示，考虑到拿走手机的小男孩年
纪尚小，他还没有报警的打算，希望通过媒
体，让小男孩主动归还手机。“我在电玩城留
了电话，如果这个小弟弟的家人看到这篇报
道，请尽快让他归还手机。”此外，小林还表
示，如果对方主动归还手机，他将不再追究
此事。

17岁少年走失至今没回家
患有精神疾病，家人已向派出所报案，望知情人提供线索

寻人人 物物

“这个孩子你见过吗？穿着蓝色T恤和
深蓝色短裤。”在火山口附近，李女士遇人就
问有没有见过儿子小聪。7日上午9时许，
小聪吃完早餐后，骑着共享单车出门玩，在
美城村走失。

据了解，小聪今年17岁，患有精神疾
病，自幼反应迟钝，性格内向，不爱跟人说
话，见到陌生人就跑开，喜欢独来独往，家人
都很疼爱他。

“他一般在家附近玩，每天都会按时回
家吃饭。”李女士说，小聪有时候也会贪玩不
回家，所幸都被家人找到了。此外，小聪每
次出去玩都朝着老城方向走，所以他记得回

家的路。
李女士说，以前小聪都是步行出门，现

在学会骑着共享单车出去玩。
李女士说，小聪走失后，她便和家人一

起寻找，在用畔村附近寻找，但找不到。8
日，他们朝着老城方向沿路寻找，也没找
到。李女士担心，小聪找不到回家的路，也
不会主动向陌生人问路回家。“不知道他身
上有没有带钱，有没有饿肚子？”李女士担心
地说。

目前，李女士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如
有市民发现小聪的线索，请及时拨打本报新
闻热线反映。

走失的小聪走失的小聪

高考生iPhone7被人拿走
内有大量填报志愿的个人资料；监控显示小男孩拿走手机

本报讯 7 月 7
日上午9时许，家住
海口市秀英区用畔
村的小聪在美城村
走失,至今未归。母
亲李女士担心，小聪
找不到回家的路，也
不会主动找人问路
回家。

记者 吴兴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