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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海健养生产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

税人识别号：460100557368048，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00000247347，声明作废

▲（张荣兴、张荣发、张荣利、张荣

胜）其中张荣利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义兴后街20号的国有土地证，证

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006400

号，声明作废。

▲李俊友遗失三亚市翠屏凤凰水

城E区三组团C3#1107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7350545，收据金

额:44418元，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广告

金额：95946元，收款日期：2018年

9月29号，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李德元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1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05栋1010

号房，收据编号：HHD5005137

金额：100000元，收款日期：2019

年2月16号，特此声明作废。

▲简琦戎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号：201846002964 现声明作

废。

▲李龙不慎遗失位于海囗市和邦

路8号美舍假日公寓501房土地

分割证，证号:200712149 ，特此

声明。

南海花岛认购书1份。楼盘名称

中国海南海花岛，2 号岛 305 栋

1010 号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

4222060，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李德元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1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05栋1010

号房，收据编号：HHD2127354

金额：37973元，收款日期：2018年

3月31号，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李德元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1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05栋1010

号房，收据编号：HHD5067306

▲海南安隆运输有限公司原公章

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口川达宏鑫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100583942349X，声明

作废。

▲林树群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文城镇文新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国用（2000）字第 W0/

01479,特此声明。

▲凌仕春遗失货物运输从业资格

证 证 号 为 ：

460023197611094619，证件流水

号为：4600038671，特此声明作

废。

▲本人李德元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声明
我公司投资建设的海南颐仁医疗
养老项目北区康养住宅板块，
2019年1月26日之前本项目仅进
行过公司内部员工的福利选房活
动，并未公开对外销售，社会上凡
制造不正当言论对本公司名誉造
成不良影响者，我公司必追究其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海南颐仁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5日

注销公告
琼海嘉积快乐网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90027931193937）拟
向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60天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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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
我司与儋州和家房地产经纪服务
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和《补充协议》。由于儋州和家公
司已失去转租权，我司根据法律规
定及租赁合同的约定依法行使解
除权，解除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
因向儋州和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
限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被退回，
现通过公告方式送达解除合同通
知，上述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解除。

儋州美年大健康医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6日

通知
海南临高生生源实业有限公司股
东及启良先生：
依据《公司章程》第五条之规定，我

司决定于2019年5月12日上午9

时在召开股东大会，大会议题如

下：1、将未出资的股东何启良除

名；2、公司减资或由第三人、公司

其它股东出资收购何启良的股

份。现通知何启良先生（身份证

号：460100196305120934）请准

时至公司注册地址：临高县临城镇

行政路5号二楼，召开股东会。联

系 人 秦 开 鹏 ，联 系 电 话 ：

18289806851。

海南临高生生源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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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4月4日电（记者
颜亮 韩洁）当地时间4月4日，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
正在华盛顿进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
别磋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

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特朗
普总统的诚挚问候以及致特朗普总统
的口信。习近平在口信中指出，过去

一个多月来，双方经贸团队通过各种
形式进行密集磋商，在两国经贸协议
文本关键问题上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
展。希望双方经贸团队继续本着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解决好双方关
切的问题，及早完成中美经贸协议文
本谈判。当前形势下，中美关系健康
平稳发展，关系中美两国人民利益，也
关系世界各国人民利益，尤其需要我
们发挥战略领导能力。我愿同总统先

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相信
在我和总统先生共同指引下，中美关
系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刘鹤表示，两天来，双方经贸团队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特别是在经
贸协议文本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新的
共识。双方将在两国元首共识的指引
下，继续努力工作、抓紧磋商，在双方
关切问题上取得更多进展，不辜负两
国元首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尽早

完成两国经贸协议谈判，推动两国经
贸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捎来的口
信，并请刘鹤转达他对习主席的亲切问
候。特朗普表示，目前美中关系发展良
好、强劲有力，处于历史高水平。我很
高兴看到，双方经贸磋商已经取得巨大
进展，希望双方经贸团队再接再厉，抓
紧解决剩余问题，争取早日达成一个全
面、历史性的协议，这不仅有利于美中

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我期待在双方
达成协议之后，同习主席举行会晤，共
同见证这一伟大时刻。我还要特别感
谢习主席作出中方整类列管芬太尼类
物质的重要决定，这件事对美国人民
和美中禁毒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
长姆努钦、农业部长珀杜、商务部长罗
斯、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等美方官员
参加了会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刘鹤
中美双方经贸磋商已经取得巨大进展

韩国江原道沿海地区4日晚发生
森林火灾，导致36人伤亡。大火延烧
将近11小时后基本扑灭。

韩国政府5日上午宣布这场山火
为“国家灾难”，以便调拨救援和赈灾
所需资金、物资。

迅速蔓延
4日晚7时17分左右，江原道高城

郡一条山路边的加油站起火。在每秒风
速最高35.6米的强风助推下，大火数小
时内向南蔓延至附近麟蹄郡、束草市、
江陵市玉溪面和东海市望祥洞等地。

高城郡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东北方
向160公里处。

韩国消防厅从各地调派将近600
辆消防车。包括军人和警察在内，大
约1.3万名救援人员自4日晚投入灭
火和疏散。韩国山林厅出动21架直
升机。国防部出动32架军用直升机、
26辆军用消防车协助灭火。

韩联社5日下午报道，大火导致
一名男子遇难，35人受伤，超过4200
人疏散转移。截至当晚11时，林地过
火面积525公顷，超过300栋住宅和
其他建筑遭焚毁。一些地方政府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山火从江陵市玉溪面乘风蔓延至

邻近东海市，迅速吞噬疗养院、野营地
等多处设施。江陵、东海、束草等沿海
城市是热门度假和旅游目的地。

这一地区的多条公路和铁路临时
禁止通行。束草市和高城郡52所学
校5日停课，一些公共设施关门。

山林厅说，5日上午8时15分左
右，大火基本扑灭。为防止已扑灭的
火点死灰复燃，正动员一切现有人力
和物力扑灭余火。

紧急举措
韩国政府5日上午9时宣布这场

山火为“国家灾难”，受影响地区为高
城、束草等江原道5个市郡。国务总
理李洛渊说，他向总统文在寅提议采
取这一紧急举措。

“国家灾难”意味着在重大灾害发
生时，政府亟需采取紧急措施调动人
力物力，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减少
到最小程度。受影响地区可以向中央
政府申请应急财政资金和其他资源。

韩联社报道，“国家灾难”状态下，
政府将发布灾难预警，划设禁止出入
的危险地区，发布疏散令，提供应急救
援，为灾区居民安排临时居住设施，为
伤亡人员提供治疗和安葬费用。

行政安全部一名官员说：“政府将

在评估损失程度后决定是否确定受影
响区域为特别灾区。”如果宣布“特别灾
区”，政府将向受灾居民提供经济补偿
和救济、税收减免，提供重建所需人力
和物资，帮助灾区民众恢复生产生活。

同处江原道的松茸产区襄阳郡
2005年4月发生森林火灾，烧毁大约
250栋房屋以及千年古刹洛山寺等文
物古建，促使韩国政府宣布当地进入
国家灾难状态、襄阳郡为特别灾区。
2007年12月，韩国忠清南道泰安郡
近海停泊的一艘外籍油轮遭一艘韩国
籍驳船撞击，上千万升原油泄漏，污染
数以千公顷计渔场、海产养殖场和海
滨浴场，政府同样宣布国家灾难状态、
6个市郡为特别灾区。

原因待查
高城郡山火起火原因仍待确认。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5日说，专家组
正在调查。

起初有消息说是一个高压电变压器
爆炸起火，还有消息说是一处电话设施
上的某个装置爆炸起火。韩国电力公社
5日说，这家国有电力企业调查发现，是
加油站一处电站起火，原因可能是天气
干燥，大风吹来的物质在电闸引发火花；
如果没有外力因素，电闸不可能爆炸。

文在寅5日零时20分左右在青
瓦台国家安保室危机管理中心主持召
开紧急会议，指示灾难安全管理本部、
消防厅、山林厅等部门全力防止山火
蔓延，同时向媒体透明公开起火、灭火
和受灾等情况，借助社交媒体向民众
介绍山火发生时的避难举措，联络居
住在偏僻山区的居民。

文在寅当天取消原定上午的植树

活动，再次在危机管理中心开会，要求
全力扑灭余火，细心照顾伤员，在偏远
地区彻底搜寻可能的遇难者。

高城郡位于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
东端以南。韩国统一部副发言人李有
振5日说，韩方当天将经由设在朝鲜
开城的韩朝联络办事处向朝方通报山
火情况，提出韩朝合作防灾的必要性。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江原道沿海地区发生森林大火，导致36人伤亡

山火延烧11小时 韩国宣布“国家灾难”

这是4月4日在韩国束草拍摄的
火灾现场。 新华社/法新

这是4月5日在韩国束草拍摄的被烧毁的车辆。 新华社/美联

波音总裁承认失事客机
飞行控制系统犯错

据新华社旧金山4月4日电 美国波音公司
总裁丹尼斯·米伦伯格4日在公司官网上发表声
明，承认在最近两起波音 737-8 客机（属于
737MAX系列）空难事故中，飞机自动防失速的
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犯错，并表示将在未
来几周内完成相关软件更新。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客机坠毁，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度尼
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波音737-8客
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故 。

米伦伯格说，尽管两起空难事故的全部细节
仍有待官方机构最终报告公布，但随着埃塞航空
公司302航班事故初步调查报告的发布，“很明
显”，在这两起空难中，飞机上MCAS都被迎角传
感器的错误数据激活。

米伦伯格表示，多数空难都是由一系列连锁
事件引发。在这两起空难事故中，本有可能打破
其中的链条，避免事故发生。他承认，错误激活
MCAS会加剧飞行员“高负荷工作环境”中的压
力，而“消除这种风险是我们的责任”。

米伦伯格说，737MAX的相关软件更新已接
近完成，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认证和安装。

俄飞船创下
太空“快递”新纪录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4日电 俄罗斯“进步MS-
11”货运飞船4日创下太空“快递”送达速度新纪录，
从发射到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仅用时不到3个半小时。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莫斯科时间4日14时
01分（北京时间4日19时01分），“进步MS-11”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2.1a”运载火箭，从位于哈萨
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升空。飞船在
发射约9分钟后与火箭分离，并于当天17时22分
与国际空间站“码头”号对接舱对接。

通常情况下，俄罗斯货运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
需要两天时间，较快的方法也需约6个小时；而本次

“进步MS-11”再次成功采用绕地球2圈的“超快”
模式，发射约3小时21分钟后就与国际空间站对
接，打破了去年7月“进步MS-09”货运飞船创下的
最快纪录。当时，“进步MS-09”也是采用“超快”
模式，从发射到对接仅用时大约3小时39分钟。

新西兰恐袭嫌疑人
面临89项指控

新西兰警方4日说，涉嫌制造3月15日克赖
斯特彻奇清真寺恐怖袭击事件的澳大利亚人布伦
顿·塔兰特5日将以网络视频出庭，面临50项谋
杀和39项谋杀未遂罪名指控。

塔兰特现年28岁，在枪击当天被捕，次日出庭
受审时受到一项谋杀罪名指控。他随后还押候审。

主持审理塔兰特的克赖斯特彻奇高等法院法
官卡梅伦·曼德4日说，塔兰特5日将以网络视频
方式出庭。法庭不要求塔兰特当庭申辩，他露面
主要是“走程序”。

塔兰特3月15日使用半自动步枪在克赖斯
特彻奇两座清真寺大开杀戒，射杀50人，射伤数
十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把这一事件定
性为“恐怖袭击”，把这天称作“新西兰历史上最黑
暗的一天”。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总统：

英国无序“脱欧”
将是最糟糕选择

据新华社索非亚4月4日电（记者王欣然）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4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说，英国无序“脱欧”将是最糟糕的选择。

施泰因迈尔当天对保加利亚进行国事访问。
在与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上，施泰因迈尔说，无法预测英国“脱欧”进程未来如
何发展，但英国无序“脱欧”将是最糟糕的选择。

施泰因迈尔说，“脱欧”不但对英国造成损害，
也将给整个欧洲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希望英国找
到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