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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创意鸿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348094204W），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洋浦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两千万减
少至人民币五百万，请债权人见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海南创意鸿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0日

遗失声明
李琼宁：琼B08700: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460200003703)：(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温泉万石世丰牙科诊所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各一本，注册号：
46900260004138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龙江深造朝宁橡胶收购点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各一本，注册号：
469002600039342，特此声明作废。

征婚交友
龙华区思达圆婚介

近来的精英会员较多，资料真实可鉴，云姐多年婚介经验为你
牵线，成功率高，欢迎光临！
龙华路椰树集团厂门旁 66500706 18976082986

注销公告
澄迈老城佳味农家店（注册号：469027600062242），拟

向海南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后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出售·求购

出售宅用地
文昌市文清大道旁43亩住宅用地
有意请联系：郭先生 13337623799

出租转让
仓库出租
一间120m2，一间350m2

秀英区检察院后门 13976608008赵

遗失声明
屯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遗失中国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屯昌支公司驻村工作队保险单，保单号
1150461800017467，金额：63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丽月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

证号:460199001504478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屯昌屯城高恒达通讯商行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不慎遗失，纳税人识别号：
46002619521010003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屯昌屯城芳球茶店营业执照副本

不 慎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26MA5REJCH4C，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定安定城吴乾业排档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2519720724033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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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2424 小时 报料有奖 本报法律顾问

□记者 苏钟

本报讯“我们小区的电梯经常出问题，坐
电梯像‘坐花轿’，晃来晃去。”近日，海口市滨海
大道洛杉矶城小区的业主多次向12345热线反
映，小区电梯经常发生故障且总修不好。相关
部门表示，将检查该小区物业是否按照要求对
电梯进行维保和检修，并加强监管。

近日，海口洛杉矶城小区的业主多次向
12345热线反映，小区电梯经常故障，虽然物业多
次进行维修，但一直没有修好。职能部门能否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让小区业主安心地乘坐电梯。

记者在洛杉矶城小区随机选择电梯乘坐进
行体验，其中有一部电梯没有张贴特种设备使
用标志，不知是否在质检合格期内，使用过程中
一直有晃动。

电梯所属品牌的维保主管朱先生告诉记
者，由于电梯已经使用了10年，小毛病肯定开
始增多，他们也多次到该小区进行维保。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分管质检工作的冯
明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要求物业公司加强电梯
管理及维护，发现电梯有故障要及时排除，确保
电梯安全运行。

业主质疑，电梯故障如此频繁，其安全在质

检合格范围内吗？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相关负

责人做客《椰城纠风》现场时表示，该小区的
电梯有的张贴了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标明检
测日期，有的却没有。如今电梯问题影响到
业主的安全，将检查该小区物业是否按照要
求对电梯进行维保和检修，同时加强监管，防
止发生事故。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白瑛奇 李红 文/图

本报讯 6月6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
分局柳柏杨行动中队联合林旺派出所黄姚
轻行动中队，通过一个“油耗子”治安案件进
行深挖，打掉一个具有“盗油-存油-销售-
分赃”犯罪链条的盗窃团伙。

6月4日凌晨4时许，柳柏杨行动中队
在南田市场附近对一辆装有散装汽油的可
疑车辆进行盘查，抓获罗某、高某2名嫌疑
人。在初审讯时，两名“油耗子”避重就轻，
只模糊承认非法运输的违法行为。

为尽快查明私油的来源及销售去向，
民警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查找犯罪嫌疑人的
多种记录。当日18时许，在筛选出来的销
售散装汽油账单等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
罗某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我利用自己平时
驾驶油罐车的便利，采取‘多装少卸’的方
式，长期实施盗窃油品，将汽油非法储存到
我的私人油库，然后‘化整为零’，把散装汽
油销售出去。”罗某交代。

5日7时许，柳柏杨行动中队在罗某、
高某的指引下，前往吉阳区南丁村一处偏
僻的区域，将罗某非法储存汽油的“私人油
库”捣毁，并依法收缴一批油桶等工具。9
时许，罗某在凤凰镇水蛟路一处汽修厂，指
认了其实施盗窃油料的现场及作案方式，
11时许，罗、高二人还指认了销售散装汽
油的零售点。

当日13时许，林旺派出所副所长胡俊
凯带领黄姚轻行动中队接手继续跟进侦查，
旨在将该团伙其他参与作案的犯罪嫌疑人
深挖出来，并查处相应的散装汽油零售点。
经过通宵作战，黄姚轻行动中队迅速锁定另
外4名参与实施盗窃的嫌疑对象（均为油罐
车司机）和5个销赃汽油零售点。

6日9时许，胡俊凯和黄姚轻行动中队
分两组开展收网工作：第一组赴天涯区抓
捕参与作案嫌疑人，第二组前往南田农场
联队等地点查处非法销赃的散装汽油零售
点。12时许，4名参与作案的油罐车司机
被成功抓获，5个销售散装汽油零售点被
捣毁，依法收缴一批散装汽油、油桶等物
品。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
法》相关规定，海棠分局依法刑事拘留6名
犯罪嫌疑人，行政拘留5名违法行为人。
目前，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杨楗翔

本报讯 6月6日，棋子湾站派出所接
报称，即将到达棋子湾站的D7162次动车
上有一名男性旅客在座位上吸烟。接警后，
民警立即前往站台将涉嫌吸烟男子带下
车。经了解，涉嫌吸烟男子姓邓，海南万宁
人，持有当日D7162次动车三亚站至棋子湾
站二等座车票。

到案后，邓某对自己在动车上吸烟的
行为供认不讳。邓某称，在列车上吸烟是

由于“烟瘾犯了，实在忍不住”。然而邓某
吸烟的时间距离其到站下车仅剩15分钟，
其事后更是追悔莫及，说要是等下车了再
吸烟就没事了。但在民警调查中发现，原
来邓某并不是第一次在动车上有吸烟行
为。通过民警进一步询问，邓某承认前几
次乘坐动车时在座位上吸烟，由于没有触
发烟雾报警器，工作人员发现后也只是警
告了结。最终，邓某因涉嫌在高速运行的
动车组列车上吸烟，被警方处以500元的
行政处罚。

男子动车上
吸烟被罚元500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邓明通

本报讯 6月7日10时许，海口铁路公
安处陵水车站派出所民警在陵水动车站查
缉时发现一名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网
上在逃人员项某（男，31岁，安徽省宿松县
人）。项某被抓捕归案时，辩称自己没有犯
罪，只是旅游几天，回去就把钱发给工人。

据悉，2018年5月，项某在文昌市龙楼
镇承包一工地修建外墙工程，并雇用了孟
某、袁某等16名农民工，双方约定工程结

束后按平方面积支付工程款共计51万余
元。2018年10月15日，孟某、袁某等人按
双方约定完工后，找到项某索要工程款时，
项某答应5天后会把工程款发放到位。然
而5天之后，工钱不仅没到账，项某也联系
不上了。孟某、袁某等人发现项某失踪后，
向文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该
局把该案移交给文昌市公安局调查。警方
查明，项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列
为网上在逃人员，直至端午节当天陵水铁
警把在“旅游”的项某抓捕归案。

包工头欠工资
“旅游”时被抓万元51

“坐电梯像坐花轿晃来晃去”
海口洛杉矶城小区业主：电梯频繁故障且总修不好；相关部门：将检查小区物业是否按要求进行了维保和检修

三亚警方
抓获“油耗子”小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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