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这家老爸茶店的抽风机管道安装在小区大院里的墙上，抽风机一打开就嗡嗡响，太吵了！”连日来，不断有
市民向海口市12345热线反映称，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华锦名都二楼商铺一家老爸茶店安装的抽风机发出的噪声，已严
重影响居民生活。记者昨日了解到，原本安装在墙外的管道已经拆除。 记者 苏钟

《13岁少女失联4天，
家属急寻》追踪（详见本报昨日7版）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公 示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旺比天津包子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6010800270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澄 迈 文 儒 农 信 瓜 菜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注 册 号 ：

469027NA000563X）拟向海南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澄迈忠仁邦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号：469027000031789）

拟向海南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万宁市东兴农场军田村板岩矿
区采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4号)的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为新建，位于万宁市东兴农场军田村，
面积0.071km2，资源储量96.35万m3，总投资为500
万元，施工期4年。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
电 子 版 可 发 点 击 http://www.eiafans.com/
thread-1204796-1-1.html获取或去往建设单位
和环评单位办公地址进行查阅获取。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建设项目周边的居
民群众等可能受影响的个人和单位。

四、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通过发送邮件、来电、来函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表反馈
给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海南万宁福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万宁市后安镇
联系人：林工 电话：15091988333
E-mail：376622348@qq.com
环评机构：河南省豫启宇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黑庄路未来滨河小

区怡乐商务楼8号楼E座801；
联系人：郝工 电话：13976551999
E-mail：jzhang836@126.com

海南万宁福海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1日

声 明
本人因年老体弱，不再适应公司繁重工作，即日起

辞去海南金棕苑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职务，同时
停止海南金棕苑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一切经营活动。

特此声明
海南金棕苑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声明人：马汉春
2019年2月20日

出租转让
东山镇农贸市场店面转让
海口东山镇集贸市场，铺面，开间4米，层
高3.5层，建筑面积220平方，5000元/m2，
精装修交付使用。电话:13907558591

招 聘

声 明

老中医、中医按摩师、店
长、有经验药品销售员数
名。电话13876883588

招
聘

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金录京，男，58岁，身高

1.65米左右，体型微胖。于
2019 年 3月 7日在龙华区
新坡镇前村坡吃公期，家人
没看到他回家，8日下午3
点他朋友说打电话时他有
接听，但当天8点后直至现在手机再也打不
通，家人万分着急，多方寻找无果。盼望金
录京本人或知其下落者见报后速给家人打
电话：13976698532 13307578165金

医院招聘：化验员、护士、妇科医生
电话：13876085506

江东核心区500平旺铺招租
桂林洋大道入口大马路边 153 0892 2673

解除租赁合同声明
海南鸿泰基业设备有限公司：

您所承租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丘海大道延长
线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的3#厂房（二楼）370平
米。时至今日拖欠房租及物业装修水电款共计
117605.00元，经多次催要未果，加之停业后无法
联系您及店铺负责人，特登报通知如下：

1，现依据我们双方之间《房屋租赁合同》相关
违约规定，自通知见报之日起我方解除与贵公司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2，您所拖欠的租赁物业装修费用，请予2019
年3月27日前付清。

特此通知
郑文颂

2019年3月21日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公 告法院公告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0271民初293号

欧虹霞:
本院受理原告欧开飞诉被告欧虹

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请求法
院判令：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人民币15万元及利息(按人民银
行一年期贷款利息支付至起诉之日，
具体数额以法院计算为准)；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地址确认
书、授权委托书、电子送达同意书、诚
信诉讼保证书、诚信诉讼提示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二楼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0271民初289号
欧虹霞:

本院受理原告欧哲平诉被告欧虹
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请求法
院判令：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人民币6万元及利息(按人民银行
一年期贷款利息支付至起诉之日，具
体数额以法院计算为准)；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地址确认书、
授权委托书、电子送达同意书、诚信诉
讼保证书、诚信诉讼提示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遗失声明
乐东九所好运货运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336000931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昌锦山亲亲宝贝玩具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5MA5RUH7EX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秀英乐子专业推拿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107111974112215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忠仁邦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代码：3956069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崖城兴鑫农机商行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三亚崖州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20005011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足下堂休闲中心不慎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14172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贾珺是海南屯昌南岛康城10C-7F业

主，不慎遗失2017年4月21日定金收据，收
据编号：0003594，金额：10000元，2017年4
月28日房款收据，收据编号：0003611，金额
74360元，2017年12月5日房款收据，收据编
号：0002964，金额1706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乐佛罗南国宝宝母婴连锁店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志仲莉姐早餐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69033MA5RGET00L，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遗失普

通 发 票 两 份（发 票 联），代 码 4300163320，号 码
13296295；代码4300171320，号码279537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海荣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纳税人识

别号：460036198209192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鸿源淮山专业合作社遗失通

用机打平推式发票6份，发票号码为：
01543281-01543286，声明作废。

海南凯立森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道歉书

海南旭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旭晟公司）申请执行回转海南凯立森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一案，我司在
对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海中法民再
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的理解并执行有误，
给旭晟公司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遵照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的（2018）琼 0108 民初
6499号民事判决，特此登报向海南旭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赔礼道歉：因我司执行的不当
给旭晟公司及旭晟公司的法人欧必永先生造
成的影响及名誉损失，我司深表歉意！
道歉人：海南凯立森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1日

公 告
尊敬的平安车险、意外健康险客户：

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投保，报案时间在2017年3
月31日之前且至今仍未办理索赔的客
户，请您在公告之日起5日内到我司办
理索赔手续。逾期仍未办理的，我司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其它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处理。其中涉及诉
讼或重大人身伤亡的案件请与我公司联
系，告知案件进展情况，以便为您提供相
应的咨询和服务，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898-66797082
索赔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7号
新海航大厦一楼平安门店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

2019年3月21日

道歉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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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民反映，该茶店抽风机管道安装在
小区大院墙上，自开业后抽风机每天嗡嗡
响，已严重影响他们生活。据茶店管理者陈
先生反映，他们已按照美兰区环保部门的要
求，将抽风机管道从外面迁移到茶楼内部，
原本安装在墙外的管道已经拆除，不再从外
面排放。

昨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楼上楼茶楼”
的抽风机管道已经移到厨房内部，同时还设
置了油烟净化设备，且采取全封闭的结构。
而原本安装在小区内部大院墙体上的管道已
经拆除封闭，不会对小区住户造成影响。茶
楼负责人告诉记者，茶店是从今年年初才开
始试营业的，主要是经营一些饮食，之前因为

噪声问题影响了小区的住户，今后他们会格
外注意。

“目前‘楼上楼茶楼’已达到排烟标准并进
行了环评报备。”昨日，美兰区环监局工作人
员表示，经过整改，茶店目前的油烟和噪声处
理已符合要求。下一步，环保部门还将加强巡
查和监管力度，确保不再因此扰民。

本报讯 3月15日晚，13岁少女林静
吃完晚饭从家中离开后失联。本报昨日报
道此事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记者昨日获悉，昨日12时许，林静已
自行返回家中，其系被父母责骂后离家出
走，离家期间未受到不法侵害。记者 畅凯

“抽风机太吵了，影响我们生活”
海口一小区住户：老爸茶店抽风机嗡嗡响；美兰区环保部门介入，抽风机管道已移入室内

少女已回家
未受不法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