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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出租转让

初中数学物理一对一
家教12年，你的希望在我这里会
得到实现。 电话：13807585058

招 聘

征婚交友

注销公告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通 知

遗失声明

减资公告

国兴大道临街整栋楼出租
总高九层，价格实惠。18708991932

遗失声明
黄诚（身份证号：231002196310260013）遗

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收据，号码：
371495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李江涛不慎遗失海南嘉华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澄迈分公司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收据
编号：6004624，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禾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商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3MA5RCDGP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靓姿美容店遗失工商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6900260003676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屯昌新兴留香饲料加工厂营业执

照 副 本 不 慎 遗 失 ，注 册 号 ：
4690266000246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琼中留徕田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号：460036594927902，

法定代表人：王世柳）拟向琼中县工商局和平工商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日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凯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拟向乐东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百户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拟向乐东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鑫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乐东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新世纪网吧拟向乐东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
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五指山罗亚曼海鱼摊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016000331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

业务员执业证37份，分别为：
序号 姓 名 执业证号
1 陈小度 02000146000080002018019188
2 黎世康 02000146000080002018015363
3 罗贻辉 02000146000080002018011862
4 王川文 02000146000080002018000872
5 莫娇花 02000146000080002018008385
6 黎 佳 02000146000080002017033476
7 王 浩 02000146000080002018015710
8 李 历 02000146000080002018025553
9 林洪寿 02000146000080002018019977
10 李海燕 02000146000080002018022053
11 韩 仲 02000146000080002017053735
12 黄太麟 02000146000080002018008674
13 周 扬 02000146000080002018022810
14 李 霖 02000146000080002018014692
15 符华炬 02000146000080002018023953
16 陆小丽 02000146000080002017047874
17 陆海妹 02000146000080002017047235
18 林斯宁 02000146000080002018014199
19 卢丹姣 02000146000080002018020068
20 吴净俞 02000146000080002017045764
21 沈 天 02000146000080002018022625
22 许家佳 02000146000080002018007874
23 王玉芳 02000146000080002018024995
24 黎小霞 02000146000080002018011661
25 刘 芳 02000146000080002018023486
26 王 红 02000146000080002018021500
27 陈献美 0200014600008000201800790
28 李 海 0200014600008000201800744
29 钱慧星 02000146000080002017048352
30 杨世芳 02000146020080002018003026
31 黄平龙 02000146020080002018001535
32 张琼梅 02000146020080002010001506
33 麦贤龙 02000146020080002018001211
34 陈惠建 02000146020080002018001254
35 郑 颖 02000146020080002018006016
36 宋天贺 02000146020080002018003624
37 李碧香 0200014602008000201800622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

业务员执业证37份，分别为：
序号 姓 名 执业证号
38 白爱芹 02000146020080002018006161
39 王 月 02000146020080002018006170
40 何国祺 02000146020080002018006897
41 徐建明 02000146020080002018006467
42 苏琼豪 02000146020080002018004955
43 符玉仙 02000146020080002018002363
44 符秀梅 02000146020080002018005345
45 王媚娟 02000146020080002018000948
46 周 宇 02000146020080002018005798
47 邢春风 02000146020080002018005917
48 黄 龙 02000146020080002018000403
49 韩基鹏 02000146020080002018007020
50 郭圣芳 02000146000080002018011696
51 郑华田 02000146020080002017008037
52 方永河 02000146000080002017047139
53 符金闪 02000146000080002018012742
54 黄嫦坤 02000146000080002016002091
55 钟兴莲 02000146000080002018000776
56 符小兰 02000146000080002017046937
57 张建民 02000146000080002018010812
58 包伟艳 02000146000080002018006443
59 吉家劝 02000146000080002018004010
60 曾丽芬 02000146000080002018008947
61 符克达 02000146000080002018020679
62 张雨柔 02000146000080002018017086
63 李立帅 02000146000080002018007729
64 陈少娜 02000146000080002017023798
65 陈欣欣 02000146000080002018012236
66 熊海川 02000146000080002018023371
67 符莉莎 02000146000080002018023736
68 吴多智 02000146000080002018020496
69 黄 媛 02000146000080002017049595
70 冯川桂 02000146000080002018007987
71 李长英 0200014600008000201800886
72 拜浩岚 02000146000080002018011268
73 陈应方 02000146000080002018010982
74 吴晓丹 0200014600008000201800594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伶遗失泉州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毕业

证，证号：10399120160500108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从宝庄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资格证号：342221197603025114，
全国流水号：46000221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屯昌屯城花荣快餐店营业执照正本不慎遗

失，注册号：4690266001189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秀英永庄恒丰制冰厂开户许可证不

慎遗失，核准号：J6410014017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

业务员执业证43份，分别为：
序号 姓 名 执业证号
75 宁燕群 02000146000080002018021841
76 林小玉 02000146000080002018022300
77 黄 锐 02000146000080002018017465
78 李 文 02000146000080002018022949
79 李艳波 02000146000080002018003252
80 黄丽银 02000146000080002018005560
81 郑义德 02000146000080002018011557
82 张 云 02000146020080002018005257
83 羊统学 02000146000080002018018626
84 林书洪 02000146000080002018022551
85 王 波 02000146000080002018019426
86 陈小娟 02000146000080002018016501
87 陈卜祥 02000146000080002018020880
88 曾卫亮 02000146000080002018015953
89 高龙科 02000146000080002018017545
90 蔡兴远 02000146000080002018022012
91 郑义丹 02000146000080002018017570
92 陈希望 02000146000080002018025369
93 唐运平 02000146000080002018023322
94 黄大桂 02000146000080002018023015
95 吴 云 02000146000080002018023347
96 刘慕贤 02000146000080002018024624
97 李志亮 02000146000080002018021085
98 陈卓晶 02000146000080002018024840
99 苏金凤 02000146000080002018023656
100 陈文婷 02000146000080002018009802
101 钟义华 02000146000080002018006873
102 林嘉华 02000146020080002018006112
103 周小弟 02000146020080002018006864
104 赵开金 02000146020080002018003946
105 王嘉庭 02000146020080002018005013
106 赖恢良 02000146020080002018005878
107 蔡丰银 02000146020080002018001037
108 黄炳坤 02000146020080002018005265
109 唐于锋 02000146020080002018006057
110 王庭秀 02000146020080002018003882
111 梁志圣军02000146020080002018003903
112 罗 森 02000146020080002018005511
113 李 波 02000146020080002018001131
114 陈本松 02000146020080002018006032
115 李 思 02000146020080002018003823
116 李 娜 02000146020080002018004125
117 张泽平 02000146020080002018006709
声明作废。

海甸岛社区中心招聘门诊医生
工资面议 13976689585

社区招聘医生
13907630183

通 知
彭康龙，你于（2016年2月至2017年7

月）欠陈德富合计人民币伍拾壹万元。请你
在收到通知后，一周内请与陈德富联系，否
则往后的一切相关法律责任自行负责。

联系电话：13876170071

注销公告
屯 昌 顺 兴 娘 子 和 牛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注 册 号 ：

469026NA000904X）拟向屯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龙华区思达圆婚介
专业婚介平台，单身男女各有三千多名，来就有约见
面，成功率高，欢迎光临！
龙华路椰树集团厂门旁 66500706 18976082986

遗失声明
潘蕾2018年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生

遗失报到证，证号：183417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麦匡超遗失金地海南自在城B11幢1单元17E收据号

为：0005863 金额￥20000 元，0005635 金额￥630247 元，
0012104金额￥7497元收据三张，声明作废。 2018年9月12日

遗失声明
临高县临城海根日杂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286000650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美日石油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03000000224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五指山四五零水电站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

和第四联）3份，发票代码4600134170，发票号码00199514、00199729；
发票代码4600141170，发票号码00150068，现登报声明。

遗失声明
屯昌屯城蚂蚁城鞋店营业执照正本不慎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69026AM5RDR6383，特
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海南蒂樊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注

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环保砖厂招工
搅拌机工一名，装车工四名，保底工

资+计件，有社保。 电话：13876352533

注销公告
洋浦福瑞通工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460300000028245）拟

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通立达工业机械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号：460300000028181）拟

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据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由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多
部门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工作检
查组将陆续进驻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曹操专
车、易到用车、美团出行、嘀嗒出行、高德等网
约车和顺风车平台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据了解，针对近期顺风车安全事故频发
的情况，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约车、顺风车
平台公司的公共安全、运营安全和网络安全
等专项检查。根据部署，9月5日至9日，联
合检查组进驻滴滴公司，已基本完成了现场
检查、数据对接、问询谈话等阶段性检查工
作，目前正在进行总结分析。

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检查组

进驻七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据新华社电“拎包入住，省心轻松”是很
多长租公寓的广告词，但近期频繁曝出的房屋
空气质量超标问题令人忧心。记者调查发现，
在长租公寓扩张态势迅猛的情势下，一些房子
从收房、装修到入住的周期还不到1个月，且使
用的材料问题重重。

自如新公寓甲醛几乎“全超标”
近日，杭州一名白领王某因急性髓系白血

病离世，家人质疑死亡原因与其租住的链家下
属自如公司的房屋室内甲醛超标有关。自如
公司书面回应记者称，9月1日起下架全国九
个城市全部首次出租房源，待检验合格后再上
架。未来所有新增房源都将检测合格后上架
出租。

今年6月，自如曾宣布：家具板材从国标
E1升级为欧标E0级板材，标准从甲醛释放限
量≤1.5mg／L提升至≤0.5mg／L，升级使用墙
漆与墙面辅料标准，游离甲醛由国标 ≤
100mg／kg升级至“未检出”。

不过，一家接受自如委托的空气检测机构
告诉记者，近日，他们对北京一个区数十套自如
公寓进行室内空气检测，结果触目惊心：所有新
装修公寓的甲醛浓度基本都超标。“新公寓甲醛
平均超标3至8倍。”该检测机构负责人说。

存在甲醛超标问题的还不仅是新装修公
寓。一位在自如公寓居住两年的租户说，房内
至今能闻到刺鼻味道，近期他购买甲醛测试盒
检测，发现甲醛还超标。

装修材料能便宜就便宜
“当前长租公寓频频爆出的室内污染，与

企业不顾一切提高房屋使用率和降低装修成
本有关。”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装修材料能便宜就便宜。北京市大兴区
一位长租公寓中介从业者透露，按照行业惯
例，企业与房屋业主签订三到五年的合同，但
装修费用、家具电器成本都由公司承担。“为节
约成本，公司通常使用价格便宜的板材和胶水
等材料，有的表面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甲醛

等有害气体就逐渐释放出来了。”这位从业者
说。

空置时间能短就短。杭州一位房主告诉
记者，他家的房子自住，邻居家的交给蛋壳公
寓出租。两套房装修程度差不多，他家自住的
一套才装修一半，蛋壳公寓已经住人了。“眼看
他们从收房、装修到入住一共就20多天。”

租房者维权难度大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租房者维权方面的难

点在于：室内空气质量问题本身存在一定的隐
蔽性，承租人不容易发现；空气质量监测需要
利用专业设备或聘请专业机构检测，花费较
高；空气污染原因存在多种可能，例如租户添
置家具、另行装修等，监测结果容易造成扯皮。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雳表
示，目前，承租人的身体受到空气污染的损害，
要求出租人承担侵权责任非常难。他建议，借
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
定，由经营者承担更大权重的举证责任。

从收房装修到入住仅20多天
长租公寓甲醛超标问题缘何多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