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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帐
验资 变更 食品流通证

超
低
价

13976600130 31948645
金贸西路金银广场惠金大厦 203室

如虹财税
税务尧 财务尧 房地产业务咨

询尧税务鉴证尧纳税筹划袁公司注
册尧变更尧注销袁代理建账尧整理乱
账尧企业重组尧合并尧分立遥
13322085127尧13907688316
地址院海口市世贸中心 E 栋 1104 房

电话 66243656

企业财务
税务做账

海
商
代
办

广聚会计公司
会计记帐，工商注册，税务办证及变更，
减免税，验资，审计，资产评估，各类资格
证，许可证，房地产类咨询服务 远愿缘缘苑园员员
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中机大厦九楼 911室渊即 CMEC大厦冤

68559667 18976446690

工商注册 税务 做帐 公司注销
房地产开发资质 物业资质一般纳税人

房产开发资质 物业资质 食品流通证咨询遥
南宝路 66662131 18976579996

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帐

信豪专业代理
工商注册、税务、年检、变更、验资
记帐、房地产资质、物业资质
电话院68537879 13907566790
地址院海口市国贸路海涯大厦 12D 室

福利典当 同福共利
为您办理房地产、汽车、机电设备、黄金、
钻石、名表、通讯产品，并为名品古木雕
刻家具尧古玩瓷器等抵（质）押贷款。
电话院远远苑员圆源愿远尧员猿苑园苑缘苑远愿愿愿
地址院海口市龙昆北路 猿园 号宏源证券大厦首层

房产尧土地尧项目
大额贷款银谷

员猿愿园苑远缘愿愿怨愿尧13307619222
海口嘉陵大厦 24楼 远愿缘缘猿猿苑愿

华鹿特优机票
66671128 66788531

转让
国贸一饭店转让袁 面积 1300

多 个 平 方 袁 详 情 咨 询
18789773329张女士遥 非诚勿扰浴

品湘坊是一家经营湘莱尧兼营琼菜尧海
鲜的中高档餐厅袁 位于海秀东路大英街路
口袁营业面积约 1600平方袁现承办各类同
乡校友战友等聚会尧宴席及团餐遥品湘坊(海
南第一快餐)是海南东环铁路指定餐食生产
供应商之一袁现承办各种会议用餐尧剧组用
餐尧学校尧企业等外卖团餐等袁联系电话赵
总 18889997916袁4001115559

品湘坊湖南地道
家常菜

工厂直招（非中介）
司机尧 叉车司

机尧普工遥 包吃住遥
起薪3000元/月遥
电话: 13208970238 66731614

13700462501

办理大额信用卡咨询
专业办理袁另办理贷款业务袁快速下款

13519815032

大额信用卡服务咨询
下卡快袁前期无任何费用

欢迎在 叶国际旅游
岛商报曳刊登夹报业务遥
垂 询热线 院66206080

其 它

遗失声明
昌江石碌欣华速印店不慎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袁 注册号院
469031600046316袁现声明作废遥

2014年 12月 3日

牌 具
专业团队袁技术实力雄厚袁快速安装

普通麻将机袁技术咨询院15607614342
网址院http://hnsqfz.com

神雀飞针麻将

遗失声明
海南金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章一枚袁现声明作废遥
2014年 12月 3日

遗失声明
张光敏不慎将型号为起亚牌

YQZ7140袁车牌号琼AG6769号的车
辆购置税完税证明遗失袁 号码为
7460021385袁特声明作废遥
挂失人院 张光敏

2014年11月22日

遗失声明
海南碧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章一枚袁现声明作废遥
2014年 12月 3日

遗失声明
海南泓兴地产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袁 税务号院
460100557385403袁声明作废遥

2014年 12月 3日

遗失声明
海口嘉华永信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将型号为大众汽车
WVWC1116袁车牌号琼AJR973号的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遗失袁 号码为
12460106607袁特声明作废遥
挂失人院 海口嘉华永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2日

遗失声明
吴弘雨不慎将型号为锋范牌

HG7180CAA袁车牌号琼BG9151号的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遗失袁 号码为
10460001134袁特声明作废遥
挂失人院 吴弘雨

2014年11月22日

海口野椰城交警冶官方微信平台包含三个
板块袁分别是院业务办理尧信息查询尧交警互动遥
官方微信平台突出其服务功能袁包括登记信息
变更尧道路设施保障尧事故快速处理尧路况发
布尧通知通告尧办事指南尧政策法规等多项内
容遥
昨日袁 商报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车主袁很

多车主表示袁比较关注微信平台的事故快速处
理及路况发布功能遥 野我认为事故快速处理真
的很赞袁有时候轻微事故双方你一句我一句指
责对方袁等交警来处理也容易造成拥堵袁如果
快速拍照取证后撤离袁 自行到快速理赔处理袁
这样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袁也可以避免交
通堵塞遥 冶海口的车主张先生表示袁除了事故快
速处理功能袁他对于交警微信平台的路况发布
也很期待袁他表示袁现在城市道路拥堵是个严
重的问题袁交警实时发布路况信息也可以让车
主提早选择适合的线路遥
对于海口交警的微信平台袁记者也在其上

线当日进行了体验袁通过微信关注野椰城交警冶
后就可以进入海口交警的微信平台了遥 进入
野椰城交警冶的主页面袁便是业务办理尧信息查

询尧交警互动三个板块袁事故快速处理就在业
务办理栏袁点击进入事故快速处理袁会弹出引
导页面袁首先回复所在区域编码袁并直接通过
微信上传事故现场照片并输入双方手机号码遥
据了解袁之后袁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事故处
理单号袁 双方就可撤离现场并协商与 24小时
之内到达海口市区交通服务站快速理赔点渊地
址在信息查询页面的服务导航板块可直接查
看冤袁到达快处点后袁市民提供相关资料即可快
速理赔遥不过袁交警提醒袁由于系统还在测试阶
段袁暂时不接受事故快处快赔业务袁同时交警
还提醒袁如果有车主想伪造现场尧虚构事实的袁
将被依法追究责任遥海口市交警相关负责人表
示袁使用微信处理轻微交通事故袁打破了交管
部门被动接处警的现状袁为实现事故当事人自
觉自主撤离现场提供了技术支持遥

市民电话尧地址发生改变后袁原有驾驶证
和行驶证登记信息变更可直接通过 野椰城交
警冶微信服务号变更遥只需要进入业务办理页
面中的登记信息变更板块袁输入相关信息曰提
交后即可由车管所受理袁 车管所将在审核信
息后进行信息变更袁 避免市民为变更事宜来

回奔波遥
当市民发现海口市内有交通设施故障时袁

便可进入业务办理页面的设施报障板块袁在根
据相关提示输入位置以及上传图片后袁海口交
警即可在后台直接查看并安排工作人员到场
处理遥

市民还可在信息查询板块中关注海口路
况袁查看相关法律法规尧办事指南曰如果需要到
交警办公点进行业务办理袁还可直接通过服务
导航板块直接导航办公地点遥关注海口交警的
市民还可通过交警互动实时关注 野椰城交警冶
官方微信袁并查看交警动态遥
据了解袁 海口市交警支队开通 野双微冶平

台袁旨在能让它真正服务群众袁提高海口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袁将有
效促进交通管理工作袁节省警力袁增强宣传效
应袁提升队伍形象遥

昨日袁按照省公安厅尧省文明办
等六部门的部署袁三亚市公安局尧市
文明办尧教育局尧司法局尧交通运输
局尧 安监局等六个部门联合决定在
三亚市组织开展以 野抵制七类违法
安全文明出行冶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遥
据介绍袁七类违法即院超速尧超载尧酒
驾尧毒驾尧闯红灯尧占用应急车道尧不
礼让斑马线遥

三亚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添加
野sanyajiaojing冶为好友袁或者查找微信
公众账号野三亚交警冶袁添加三亚交
警的官方微信遥 该微信平台设有野查
询冶尧野服务冶尧野互动冶三大板块袁将为
市民提供野车辆违章查询冶尧野实时路
况查询冶尧野事故快处冶尧野机动车业
务冶尧野驾驶人业务冶尧野拥堵上报冶尧
野业务通告冶等多项服务遥

在三亚交警的微信平台中袁除
了事故快速处理以及实时路况发

布袁 车辆违章查询也给广大车主提
供了便利袁同时在查询栏中袁车检计
算器更是让很多车主找到了车检咨
询神器袁 因多数车主不了解新实施
的小车 6年免检政策袁 而自己的爱
车是否属于免检车辆更是一头雾
水袁不过通过三亚交警的微信平台袁
只要在车检计算器中输入车辆注册
登记时间袁系统马上给出标准答案袁
不属于免检车辆的袁 系统还会提醒
车检的时间遥
通过该平台袁市民朋友们可对驾

驶证尧 违章处理等业务办理进行预
约袁对道路拥堵情况进行上报袁还可
以通过微信实现野事故快处冶袁一旦发
生轻微交通事故袁不需报警即可利用
该微信平台实现拍照并上传现场照
片后撤离现场袁自行协商处理或前往
野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冶处理袁给市
民群众带来极大的便利遥

商报讯 渊记者 胡林 通讯员 杨文瑞
陈红冤在冷空气的影响下袁昨日袁海南已
普遍降温遥据监测袁12月 1日 8时耀2日 8
时袁 受冷空气影响袁 全岛以阴雨天气为
主袁其中东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遥 最低气
温西北部和中部地区 18耀20益袁其余地区

21耀23益袁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 23耀26益袁
五指山以南 26耀30益遥

据统计袁12月 1日 8时耀2日 8时袁全
岛共有 3个乡镇雨量超过 50毫米袁最大
为万宁南桥镇 91.7毫米遥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袁12 月 4 日耀6

日袁 我省将再次出现降温和连阴雨天气
过程遥 降温方面院气温下降较明显袁最高
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可降至 17耀19益袁五
指山以南地区将降至 22耀25益袁最低气温
中部山区和西北部内陆地区 13耀15益袁其
余地区 15耀18益遥降水方面袁北部尧东部和

中部地区阴天有小雨袁 西部和南部地区
阴天间多云袁局地有小阵雨遥
省气象部门提醒袁气温骤降袁要预防

感冒袁老年人更要警惕心梗遥 俗话说野热
水泡脚袁赛吃人参冶袁天凉了袁可以用适当
温度的热水泡脚袁缓解疲劳和寒气遥

商报讯渊驻三亚记者 蔡磊冤近日袁商报记者从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袁 为规范工作
人员在日常检查尧 接待等方面工作袁 该局印发了
叶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文明工作示范用
语手册曳渊下称叶手册曳冤袁该叶手册曳根据工作人员在
日常工作中的用语进行了规范遥 制定了 65条文明
示范用语袁野看什么袁说你呢袁没听见吗钥 冶尧野你傻
啊钥 冶尧野神经病尧白痴浴 冶尧野我没工夫听你啰嗦遥 冶等
26条用语禁用遥

据了解袁叶手册曳从办公文明用语尧行政执法
检查文明用语尧工作禁忌用语三大方面袁对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文明工作用语进行规范袁基本
涵盖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遥 内容不仅包括接打电
话文明用语尧行政许可审批文明用语尧监督检查
执法文明用语等 65条文明示范用语袁 还包含禁
用带有蔑视性语言尧指责性语言尧牢骚性语言等
26条禁忌用语遥

野三亚交警冶微信公众平台
可路况查询道路拥堵上报

野椰城交警冶官方微博微信昨日正式上线

轻微交通事故可发微信快速处理

我省受较强冷空气持续影响

明后天还是那么冷 雨继续下

三亚食药监局制定
65条文明示范用语

据了解袁此次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包
括案件名称尧当事人姓名或名称尧主要违法
事实和处罚种类尧依据和结果尧行政处罚的
履行方式和期限尧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
关名称尧日期等摘要内容以及行政处罚决
定书全文遥 群众登录海口市工商局官方网
站袁点击野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平
台冶即可查看遥

今年 8月 7日袁国务院发布叶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条例曳袁 并于今年 10月 1日开始
实施袁该叶条例曳确立了企业信息公示制度遥

同时袁叶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
行规定曳也于今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遥叶工
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曳
规定袁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适用一般程序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向社会公
示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严格依照叶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曳 的相关
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袁 并制作行政处
罚信息摘要附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遥 行
政处罚信息摘要的内容包括院 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号尧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尧违法
行为类型尧行政处罚内容尧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日期遥 工商部门在公
示行政处罚信息过程中袁 不得泄露国家秘
密尧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遥

此次工商部门对行政处罚信息的公
示袁是全面落实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 和海南省工
商局叶关于落实 2014年海南省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要点的通知曳精神的有力举措袁将大
力促进社会对行政执法权力的制约和监
督袁推进依法行政袁将进一步强化对全市市
场主体的信用约束袁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
建立遥

海口市工商局全国率先实现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公示

首批127商家处罚信息曝光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冤为顺应社
会发展趋势袁按照公安部交管局及省交警总队的要求尧部署袁海口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建设官方微博尧微信平台遥 据悉袁在 12月 2日
第三个野全国交通安全日冶当日袁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官方微
博尧微信平台正式上线遥 海口野椰城交警冶官方微博主要功能是及时
发布信息尧引导社会舆论尧与网民良性互动尧关注民生民意等遥

商报讯 渊驻三亚记者 蔡磊冤 昨日袁 三亚交警部门在
2014年野全国交通安全日冶主题活动中正式启动野三亚交
警冶微信公众平台遥 据介绍袁市民朋友们可以通过该微信
平台对驾驶证尧违章处理等业务办理进行预约尧对道路拥
堵情况进行上报等袁拥有多项功能遥

商报讯 渊记者 姜飞冤 2日袁海口市工商局对今年 10月 1日以来各级办案单位适用一般程序所作出的行政
处罚案件相关信息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遥此举在全国实现了野两个率先冶袁率先严格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叶工商行
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曳的要求公示行政处罚信息袁率先实现叶行政处罚决定书曳全文公示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昨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口
市司法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袁海口市司法
局坚持把社区服刑人员尧强制戒毒人员尧刑满释
放人员尧违法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放在全局工作
重要位置遥 其中袁未成年人犯罪情景剧进校园巡
演 150多场次袁深受好评袁其成功经验已在全国
多地推广遥

海口市司法局联合湖南省话剧团将海口市未
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教育矫治工作的真实典型案
例改编创作成系列情景剧袁搬上了校园舞台袁已在
全省各中小学校巡演 150多场次袁 观看的学生和
家长达 30多万人次遥
自 2009年以来袁以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中心为基地袁对野问题少年冶袁采取了思想引导尧文
化熏陶尧传统教育等办法相结合的综合教育矫治袁
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遥

未成年人犯罪情景剧
进校园巡演150多场次

127家经营户
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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