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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个人刊登求职、家教等广告

广告热线：13876786958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如

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物流搬家
▲双吉搬家 价低服务好 13637562576
◆鸿发搬家 66779269 13876377681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百业商情

招生·培训
海南伊万职业培训学校
挖掘机、叉车、铲车培训
火热招生中，电话：13807596085

遗失声明

中屋集装箱（海南）有限公司
租售集装箱、板房、围挡。
18876916858、18389513531

出售·求购 公 示

遗失声明
李明杨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证号：4417211995092035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经宏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证号：441722197612075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德畅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证号：4600251993121542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儋州海头红岭贤花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03600281551，声明作废。

东方新龙母猪繁育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获取东方新龙母猪繁育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对本项目有意见和建议
的个人或单位可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邮件方式发给评
价单位（邮箱：369216273@qq.com）。征求意见稿及公
众 意 见 表 下 载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NptUCalx9f3MRJLVMg9ncA，提取码：4iy0。本次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东方市新龙镇及周边区域相关单
位和个人，时间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海南东方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0日

金牛岭公园旁边旺铺出售
18876735462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一期）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一期）项目选址位于儋州市

白马井镇滨海二道与滨纬一路东北角。项目共设置500
张 病 床 ，用 地 面 积 为 102090m2，总 建 筑 面 积 为
148780m2。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安装及
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设备购置及附属设施建设等。

报告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址链接见儋州市人
民政府网站。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
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

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提交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儋
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系人：黄工；联系电话：
13215772200；邮箱：510980473@qq.com。

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公示期结束。
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1月20日

临高县供水工程PPP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进行公示。

1、为让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公众可到
海南省临高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lingao.hainan.gov.
cn/zwgk_32990/gsgg/202101/t20210118_2920488.html）
或到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索取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

2、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众以及单位。欢迎您针对该项目及环保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
看法（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在上述网址下载填写公众
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该公众意
见表。

4、公众意见表提交的时间：自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5、联系方式：临高县项目管理中心，联系人：庄主任；通讯

地址：临高县县委大院 2 号楼 5 楼 508 室；联系电话：
18876093291；E-mail：lingaofagai5018@163.com。

遗失声明
陈永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证号：4600281975070324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诗学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证号：4603001982121200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符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022199410250323，特此声明。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医院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项目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科技城，南繁科技城片区

YK01-01-01地块。项目总用地面积为46831m2（折合 70.25
亩），总建筑面积为132272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83253m2，地下
建筑面积49019m2。新建门诊急诊综合楼、医技住院楼、行政后勤
楼以及整体公用地下室。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装饰
工程、水电安装工程、人防工程以及室外水电、绿化、道路广场及铺
装等。项目建设性质为三级甲等医院，项目建设床位数为600张。

报告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址链接：
“http://www.eiabbs.net/thread-405651-1-1.html”。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
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电子邮件、

信访等方式提交给建设单位。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创意产
业园2号路标准厂房一期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行政办公室，联系方式：曾工，hnjiangcaizi@163.com。

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至2021年2月1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0日

遗失声明
符木桂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证号：4408111988012306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友信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以下

车辆运输许可证：琼A5370学，道路运输证号：
琼交运营海口字460100069973号；琼A5183
学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琼 交 运 营 海 口 字
460100069986号；琼A5371学，道路运输证号：
琼交运营海口字460100069977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鑫家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和原法人（李发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薛姨美不慎遗失海口中升捷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000062，
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特此证明。

遗失声明
万宁崇邦食品有限公司遗失行政

章，财务章，法人章 ，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能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废矿物油及
含油污泥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海南东方能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担的《海南东方能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废矿物油及含油污泥
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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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方式和途径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任何单位或个人可以通过登录http://hn-

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 自行下载
《海南东方能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废矿物油及含油污泥综合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查阅。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报告

编制单位，进行纸质报告书查阅。
建设单位：海南东方能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感恩路泉润楼7楼
联 系 人：许柱 联系方式：0898-36607518
邮 箱：dfnr8888@163.com
编制单位：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一路旺都D座24楼
联 系 人：马工 联系电话：029-68661243
邮 箱：sxzshp3@163.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信息公示重点征询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意见。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项目
环境影响提出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

dex.jsp
公众可填写本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提出与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
评公参内容）。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请您于公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公众意见表以电子邮件或邮

寄信函的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您在提
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
要反馈，并且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5个工作日，起止时间为2021年1月14

日至2021年1月20日。
海南东方能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版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
场。本报提醒彩民：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码到成功

本期头奖双头单尾组合为主攻，中肚两数主攻合68。头奖两数的差
分为1点2点，主攻百位比个位小2点，千位与十位两数合15。

定位：4××7 0××1 0××4 ×97× 7×0× ×20× ×6×5
×50×；三数组合：157 015 234 279 038 025 156 005

前 四 码 组 合 ：4517 ××× 0511 ××× 0234 ×××
2977××× 7803××× 4205××× 4615××× 2500×××

57有数 稳坐5
体彩大乐透第 2021008 期奖号：

05 19 20 27 33 + 03 08。
上期奖号奇偶比为4：1，本期注

意奇数号码继续热出，奇偶参考3：2。
前区大小分析：最近9期前区大

小比为26：19，大号出现相对较多，上
期奖号大小比为4：1，本期预计大号继
续热出，看好出现4个大号。

后区分析：后区上期开出一奇一
偶组合，最近9期号码奇偶比为8：10，
奇偶号码出现次数基本持平，本期预
计一奇一偶奖号继续开出，两码参考
07 12。

大乐透单注号码参考：13 18
23 29 32 + 07 12

大乐透后区关注07 12

体彩“顶呱刮”“十倍幸运”主题即开票自
全国上市以来就倍受购彩者们喜爱，中奖消
息层出不穷。这不，海口一位购彩者王先生
就幸运中得25万元头奖，近日他现身省体彩
中心兑走大奖。

据王先生回忆，1月14日下午，他路过位
于海口市海垦路的一家体彩销售站，看到店

内很热闹，就走进去瞧瞧。几个人正在刮体
彩即开票，时时有人为刮出的小奖欢呼，大家
玩得很开心，他忍不住也买了10张单张面值
10元的“十倍幸运”票来刮。“看票面就很喜
欢，名字听着也吉利，没想到就真幸运了。”王
先生表示，刮到第三张时，大惊喜就来了，在
游戏七区域显示中了25万元。当时很激动，

不相信是真的，经过销售员确认，才发现不是
在做梦。据了解，王先生十多年前刮过一次
即开票，这么多年都没有刮过。新年伊始，抱
着随手做公益的心态买几张彩票，没想到一
刮就刮出幸运头奖，他直呼：“太幸运了！简
直不敢相信！”

问及王先生对于奖金的规划时，王先生

透露要用这笔突如其来的幸运资金还房贷，
他说：“在老家买房压力大，奖金可以缓解一
定的压力。”

随着春节临近，体彩“顶呱刮”即开票在
彩市也掀起一股热潮，体彩贺岁“辛丑牛”生
肖主题即开新票“牛气冲天”及一波体彩热销
票受到了我省购彩者的青睐。 彩彩

海口彩民刮中“顶呱刮”25万

笑面人生

本期首奖应以14679入围基数，主攻14二数，38有数上奖。
定位：24×× 19×× 8××1 ××99 ×9×4 ×41× ×60×

××33；三数组合：146 179 158 139 149 014 016 238
前四码组合：2416××× 1977××× 8511××× 3199×××

0914××× 2410××× 7601××× 8233×××
参考码：2416038 1977056 8511302 3199067 0914829

考虑两数合1 3

7天天出彩 LotteryLottery 责任编辑 / 李天任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飞鱼彩票

鸿运当头

本期七星彩入围基数01359，头奖主攻双重11、55、66，防对数05、
49。不排除147、258、369一线组合。

定位：2××0 0××1 2×1× ××45 ×3×0 ×5×9 ×41×
××60；三数组合：035 018 014 345 036 069 579 114

前四码组合：2530 0811 2410 0345 5360 2960 0579 0411
参考码：2530149 0811709 2410735 0345796 5360974

主攻三数合2 7

彩票魔方

本期排列五39有数上奖。本期主攻大数上奖。
定位：65××× ×93×× ×34×× 1××2× 5×0××

08××× ×41×× ××19×
三数组合：157 389 345 279 057 178 148 179
前四位参考码：6517× 4938× 0345× 1972× 5700×

0871× 3418× 7919×；排列五：65177 49382 03459 19728

首位推荐0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