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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常 郭 伍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3623301966042830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荣捷仓储部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260013864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爱家家政服务中心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润达物业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地 税 琼 字
460025730046959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县瑞溪中心幼儿园不慎遗失海

南省一般非税收入缴款书一份，编号为：
050505751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五指山倾心美容美甲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69001600049545；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0119881127004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县永发中心幼儿园不慎遗失海

南省一般非税收入缴款书一份（空白），
编号：05050685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保梅村委会，不慎

遗失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营业
部开立的账号为：1005691900000163的基本
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1841704）、
现金支票、转账支票；现金支票凭证号为：
000000759654，4615000859（76、78、80、85、
86、95、98），46150009180（54、56、58、63、65、
73、），46150009238（44、83、88）12张；转账支
票凭证号为4625000704（30、34、44、48、49），
4625011321（30、32、36、73、74），462501471
（095、102）17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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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份，分别为：
序号 姓名 执业证号
52 钟海霞 02000146000080002018059699
53 符春苗 02000146000080002019000464
54 李 雪 02000146000080002018062157
55 魏柳絮 02000146000080002018048560
56 卢裕珠 02000146000080002019001754
57 周伟浩 02000146000080002018039001
58 符祥顶 02000146000080002018039149
59 蔡单转 02000146000080002018060410
60 王 竟 02000146000080002018061603
61 陈楚旋 02000146903480002019000015
62 符亚璋 02000146903480002018000886
63 魏玉娇 02000146000080002018042511
64 陈 摄 02000146020080002019000118
65 陈文信 02000146020080002019000468
66 吴清冠 02000146000080002018057710
67 郑在龙 02000146000080002018062833
68 樊志豪 02000146000080002018058831
69 彭昌进 02000146000080002018051522
70 李华琛 02000146000080002018063123
71 张昌明 02000146000080002018056004
72 林贻翔 02000146000080002019001301
73 潘雪玉 02000146000080002019001264
74 沈 姚 02000146000080002018048422
75 陈 明 02000146000080002018057187
76 许岳登 02000146000080002018062989
77 谢期胜 02000146000080002018062997
78 吴一林 02000146000080002018048625
79 傅后斌 02000146000080002018063107
80 黄志伟 02000146020080002018016389
81 梁方桥 02000146020080002018016707
82 苏秀妹 02000146020080002018017523
83 尹江好 02000146020080002018015931
84 孙杨杨 02000146020080002018017839
85 张必景 02000146020080002018014231
86 王俊杰 02000146020080002018011202
87 苏西珊 02000146020080002018012779
88 邢 飞 02000146020080002018013499
89 杨裕昌 02000146020080002018017461
90 刘 常 02000146020080002019000100
91 邢维帅 02000146020080002018017960
92 高忠琴 02000146020080002018017951
93 张琼珍 02000146020080002018015087
94 庄太梅 02000146020080002019000079
95 袁秋引 02000146020080002018016688
96 邢贞喜 02000146020080002018017429
97 梁晓秀 02000146020080002018017404
98 叶泽昱 02000146020080002018013128
99 罗海冲 02000146020080002018015888
100 王仁龙 02000146020080002018016740
101 麦世艳 02000146020080002018012060
102 王晓刚 02000146020080002018013136
103 蒲小宝 0200014602008000201801437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昭武在深圳不慎于2011年 5

月 5 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0221991041964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屯昌海娟香草鸭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本不慎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26MA5RDCKW36，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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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老中医、中医按摩师、店长
有经验药品销售员数名。电话13876883588

社区招聘护士、公卫
另寻牙科合作。18289243117赵

注销公告

认婴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老西关牛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0108600341858；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
人识别号：4600271986102500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亿众合电器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026002687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建程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

证，证号：460022199111163211；证
件流水号：46000267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不慎遗失海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第二联，发票代码：4600171320，
发票号码：1619930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收款收据红蓝联和合同，客户名称:林小玉，票
据号0000350，金额:1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五指山什滨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01594944876D）拟向五指山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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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婴公告
某女婴，姓名不详，于2018

年2月26日在琼海市大路镇东红
居居委会31队路边被捡拾，请以
上女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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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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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1日

注销公告
琼中聚众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36069650503M）拟向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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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示
招生·培训

征婚交友

小提琴、钢琴、吉他、声乐、考级乐理、
舞蹈培训招生，世贸达人高级培训
城。电话68556348/13098921233

招
生

龙华区思达圆婚介
专业婚介平台、单身男女各有3千多名，来就有约，一对一
见面，成功率高，欢迎光临！
龙华路椰树集团厂门旁 66500706 18976082986

铺面出租
金垦路与金牛路十字路口，老稻美食街南面，适合
餐饮小吃、烧烤、老爸茶。电话：1778982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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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份，分别为：
序号 姓名 执业证号
1 刘玉年 02000146000080002018035580
2 陈益裕 02000146000080002018038357
3 曾广琛 0200014600008000201802354
4 杨 财 02000146000080002018025289
5 陈建兰 02000146020080002018009582
6 岱莹莹 02000146020080002018010402
7 符秀平 02000146020080002018015038
8 陈奎梅 02000146020080002018017679
9 刘海丽 02000146020080002018010929
10 李学招 02000146020080002018017695
11 赵生玉 02000146020080002019000343
12 李 利 02000146020080002018014137
13 郑本桥 02000146020080002018014081
14 吴智华 02000146020080002018013193
15 高皇诚 02000146020080002018016983
16 陈文贵 02000146020080002018016143
17 黄文彬 02000146020080002018006944
18 黎亚英 02000146020080002018002154
19 杨 丹 02000146020080002018004545
20 卢传武 02000146020080002018006320
21 王昌托 02000146020080002018013089
22 陈恩霞 02000146000080002018026579
23 王 恋 02000146000080002018024260
24 吴其卫 02000146000080002018024585
25 王仁泽 02000146000080002019000251
26 林书斌 02000146020080002019000255
27 余言芬 02000146000080002018059623
28 张继威 02000146000080002019002482
29 张 清 02000146000080002018048203
30 李振彰 02000146000080002018059086
31 张 伟 02000146000080002018057970
32 王哲其 02000146000080002018032874
33 麦海强 02000146000080002018060900
34 王晓梅 0200014600008000201803149
35 谭传源 02000146000080002018061017
36 王绍适 02000146000080002018059738
37 符晓婵 02000146000080002018059754
38 谢信金 02000146000080002018062495
39 符海霞 02000146000080002019001711
40 何子法 02000146020080002019000335
41 江 玲 02000146000080002019001457
42 林靖植 02000146000080002018057697
43 陈月乾 02000146000080002019000681
44 郭仁君 02000146000080002019001094
45 曾小媚 02000146000080002018062116
46 潘盛盛 02000146000080002018035188
47 冯益民 02000146000080002018058405
48 黄略文 02000146000080002018059256
49 黄 甫 02000146000080002018059682
50 李春成 02000146000080002018046638
51 陈明燕 0200014600008000201804658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建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

46019900110020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九所乐罗锦鑫百货店，注册

号：469033600098612，遗失工商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贝衣阁女装服装摊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2MA5T3RGY2H，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南渡江（大坡村段）疏浚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是建设项
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相关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的主体；建
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
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
法律责任。

我单位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澄迈县南渡江（大坡村
段）疏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项目概况内容如下：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属水环境综合整治类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是对南
渡江大坡村段进行清淤疏浚。疏浚区顺河向长1888m，工程起点距上游
澄迈县南渡江金江段二期防洪堤工程终点约1100m，疏浚工程终点距下
游瑞溪镇水厂取水点约7200m，疏浚平均宽度30m，平均深度3m，河道
清淤数量约153087m3。工程总投资约390万元，总工期约4个月。项目
实施后，可改善河道过水能力，提高两岸防洪能力，有利于保护沿岸群众
生命及财产安全。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本项目属国家鼓励类项目，建设内
容符合地方产业政策，对环境具有正效益，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采取相
应的环保措施，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各项污染防治工作，及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从环保的角度考虑是可行
的。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中的相关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公示，以听取社会各界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及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公示材料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全文网络链接详见附件。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以致电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资

料索取的时间建议在公示期间。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广泛征询评价范围内及项目所在地公众、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及关心该项目建设的所有社会人士对本项目的意
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chengmai.hainan.gov.cn/xxgk_56366/gggs/201904/

t20190408_251494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点击本文中链接获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填

写后可通过书信、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您对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有关的环保意见和建议。

1.建设单位：澄迈城投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连女士
联系电话：18789629077 Email：cmctny@163.com
联系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1号原就业局大楼5楼
2.环评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工
电话：15808959670 Email：1332964093@qq.com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府路81号华运大厦707室，南京国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办事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请公众在本公示公布的10个工作日内将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

位或评价单位。
澄迈城投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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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成
功处置一起劫持人质案件，受伤人质获救，犯罪
嫌疑人胡某宾被抓获。

当日零时6分，吉阳分局河东派出所接到报
警，报警人称其表姐在港门村2路43号一出租
屋内被男友持续殴打，请求迅速出警。接到指
令后，河东派出所副所长冯军辉、民警王威赫等
人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当出警人员到达现场后，听到房间内有一
名男子在大声呵斥一名女子。民警经过多次劝
说，男子始终没有开门。零时25分，民警突然听
到房间内传出打砸物品声音，女子讲话的声音
逐渐变小，房内还不时传出该男子扬言要砍人
的话。冯军辉等人当机立断，决定破门而入。
因门后有床垫、沙发、冰箱、衣柜等物品堵住，使
得房门无法完全打开，短时间内无法强突入
室。这时，民警从门缝中看到男子正持一把菜
刀追砍女子，女子胳膊、腿部有两三处刀伤，房

间地板上有很多血迹。为了不激怒该男子，民
警一边晓以利害关系耐心劝说，一边向上级汇
报，并拨打119、120请求迅速到场支援。

凌晨1时20分，吉阳分局、特警（防暴）支队
主要负责人陆续到达现场，对屋内男子做思想
工作。该男子提出核实出警民警身份等多项无
理要求，并拒绝医护人员进屋对伤者施救。警
方立即协调女子家属和该男子所在公司的老板
前来，继续劝说以稳定其情绪。

经过近4个小时的反复耐心沟通，凌晨5时

许，该男子思想逐渐动摇，主动移除堵在门后的
床垫、柜子等物品，通过门缝向警方交出凶器，
开门投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胡某宾如实交代故意
伤害他人的犯罪事实。据了解，胡某宾当晚喝
醉后，怀疑女友王女士出轨，对其产生怨恨并进
行辱骂、殴打，用菜刀砍了对方十余刀。受害人
王女士随后被紧急送往三亚市人民医院，经抢
救，其生命体征平稳。

目前，胡某宾已被三亚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男子酒后怀疑女友出轨
竟持菜刀砍对方十余刀
三亚警方成功处置一起劫持人质案件，受伤人质获救，嫌犯已被刑拘警方将嫌犯抓获警方将嫌犯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