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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万宁和乐鸿冠通讯专营店连锁分
店的联通缴费收据遗失，收据号：
42290501- 42291000，42292001-
42292500，42606501-42607000，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自贸区凌通乡村物流有限

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 代 码:4600191130，票 号:

00617399，声明作废。

▲琼海市上埇卫生院遗失琼海市

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上埇信用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

Z6410000720102, 账 号 为 ：

1005445100000186，声明作废。

▲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

队不慎将车辆号牌为WJ琼11027

号前铁牌遗失，声明作废。

省小客车指标的证明文件办理竞

买手续。

电话：15607579889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注销公告
三亚旭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190805期）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

15:00在本公司拍卖厅通过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采用

网络与现场同步竞价的方式公开

拍卖：车牌号琼B15005机动车一

辆。参考价：2.4万元；竞买保证金：

0.5万元。展示时间及地点：8月12

日-13日；乐东县九所镇黑龙江省

南繁中心。有意竞买者请于8月13

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

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海南

▲洋浦富豪汽修部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60300600004936，

声明作废。

▲谭晶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00656，金额

1,000,0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本人刘绍忠不慎遗失恒大美丽

沙项目 04 地块独栋别墅 b20 收

据，编号:HN1841275，声明作废。

▲周雅菁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102199704140947，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经海南椰富食品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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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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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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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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转让奔驰斯宾特房车
车况极好。电话：15808965012

▲海南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乐东利国超市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3MA5T4K3N68］和药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琼

DB2500128（Ⅲ）］，声明作废。

▲苏壮娥不慎遗失海南儋州恒大

名都15-1901房的收据1张，收据

编号：HN0021868（首期房款，金

额：50970元），声明作废。

广告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3日
说，有意在亚洲部署新型陆基常规中
程导弹。他前一天说，美方退出《中导
条约》后将全面研发新型中程导弹，作
为对俄罗斯方面的“回应”。

埃斯珀3日离开美国、前往澳大
利亚参加美澳外交和防务“2+2”会
谈。当随行记者问他是否考虑在亚洲
部署中程导弹时，他回答：“是，我想那
么做。”

就部署导弹的时间表，埃斯珀说

他希望“数月”内完成，“但（完成）这类
事情一般比你想象的时间长”。他没
有提及导弹可能的部署地点。

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发布埃斯珀
的一份声明，说美方退出《中导条约》
后将“全面研发”受《中导条约》限制的
陆基中程导弹。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
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7年签署，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
产或试验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

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
和弹道导弹。美俄近年相互指认对方
违反这一条约。

《中导条约》在美方2日正式退出
后失效。埃斯珀2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美方研发新型中程导弹是对俄方
的“谨慎回应”。

另外，他先前告诉媒体记者，美方
已经开始研发陆基巡航弹道导弹，携
带常规弹头。路透社报道，美军近几
周可能测试一种陆基巡航导弹，11月

测试一种中程弹道导弹。
《中导条约》失效触发对新一轮军

备竞赛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尽快探寻控制
军备的新途径。“弹道导弹触发的威胁
可能增加，不会减少。”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社
交媒体“推特”写道：“美国退出《中导
条约》是对核军控和全球安全的重大
打击，我们正梦游步入一场新的军备
竞赛。”

埃斯珀3日辩解称，“我没有看到
军备竞赛正在发生”。按照他的说法，
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美方“正在采取积
极措施”，发展美方所需要的中程导弹
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
亚布科夫2日说，美方一系列举措有
违军备控制条约，“试图在军备领域获
得领先优势，不仅不利于国际战略安
全形势，最终将损害自身利益”。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说

有意在亚洲部署新型陆基常规中程导弹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埃尔帕索
市当地时间 3 日发生枪击事件。据
当地官员证实，枪击案已造成 20 人
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只是不到10天内美国发生的
众多枪击事件中的一起。密西西比州
南黑文市、加利福尼亚州吉尔罗伊市、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近日先后都发生了
枪击案，共有数十名无辜百姓伤亡。

频发的枪击事件再度揭开了美
国社会问题的诸多新旧疮疤。控枪
这一无解的老议题便是其中之一。
每次重大枪击案后，枪支暴力都会引
发美国社会广泛讨论，但随后一切又
都基本归于平静。在美国，枪支问题
被党派纷争、集团利益绑架，民意在
利益集团面前显得无足轻重，难怪美
国控枪问题已被国际舆论基本鉴定
为“伪命题”。

美国日益严重的诸多社会问题，
也是枪击案频发的肇因。如今的美
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越发
尖锐，社会日益分裂，一些群体被边缘
化，导致了一些人心理失落走向极端。

美国特工处不久前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美国 2018 年遭遇的群体
伤亡袭击事件中，80%的袭击者在袭
击事件发生的前5年内经历某种“压

力情形”，如离婚、失业或无家可归。
这一报告，也证明了社会问题正是美
国枪击案频发的重要原因。

在3日得州枪击案中，枪手是否
有种族主义动机也成为调查的内
容。美国媒体援引警方的话说，此案
与“潜在的仇恨犯罪”有关。另有媒
体报道，枪手被疑在作案前发表过一
份“宣言”，宣言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明
显的白人至上主义倾向。

尽管相关事实的真伪还需调查，
但是种族主义情绪升温、族群对立越
发严重，是如今美国社会的现实，并
成为诸多枪击事件的肇因。例如，今
年 4 月加州南部一座犹太会堂遭遇
枪击，以及去年 10 月匹兹堡市一座
犹太教堂发生的枪击事件，肇事者都
是白人，都被报道有明显反犹倾向。

种种现象表明，美国社会的不满
和暴戾之气在日益上升，“一言不合
就开枪”的现象越发司空见惯，令广
大美国民众担忧。

密集的枪声，众多逝去的无辜生
命，能够唤醒美国当政者正视和改善
诸多社会问题的动力吗？可以肯定
的是，如果不真正着手解决难题，放
任社会分歧扩大、纵容社会分裂和暴
戾，那么得克萨斯州的枪声不会是最
后一声。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记者
郑汉根）

枪声频发再揭美国诸多社会疮疤
国际时评

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4 日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埃尔帕索市3
日发生一起严重枪击事件，警方证实
目前已至少造成20人死亡、26人受
伤。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得克萨斯
州“历史上最致命的日子之一”。

随后不到24小时内，美国本土
又发生一起重大枪击事件。美国俄
亥俄州代顿市警方4日确认，当天凌
晨该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包括
一名枪手在内的至少10人死亡，另
有26人受伤。

美国允许私人持枪，平均每年有
超过3.6万人死于枪击。据统计，自
1949年至2000年，美国发生10起
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严重枪击案
件，而2000年至今已经发生此类枪
击事件17起，其中2017年发生在拉
斯维加斯一个音乐会上的枪击事件
导致58人死亡。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当地时间3
日发生严重枪击事件数小时后，数百

人聚集在白宫门前，抗议美国政府在
枪支管理问题上不作为，要求严格管
控枪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控枪组织“母亲要求行动”的数
百名成员当地时间3日晚聚集在白
宫门前抗议。抗议者手持标语牌，齐
声高喊“背景审查”“不能再死一个”

“不再沉默，消除枪支暴力”等口号。
据了解，该组织成员当天在华盛

顿举行年会，恰逢发生枪击，便游行
到白宫门前进行抗议。

“必须要做出改变，但是政府中
有些人在阻碍改变。”来自密歇根州
的拉里·利普顿对记者说，“在政府通
过枪支安全法案前我们不会罢休。”

利普顿表示，美国需要就对购
枪者进行背景审查，提升年龄限
制，剥夺危险人物持枪权利等进行
立法。

“母亲要求行动”组织在网站上
发表声明，称“枪击事件警示我们，
无谓的枪支暴力仍然在我们社区中
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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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4小时内连发两起重大枪击事件
至少3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8月 3日美国得州枪击事件发
生在埃尔帕索市的一家沃尔玛超
市。据警方介绍，事发时超市内有
1000人至3000人，很多人正在为
即将返校的孩子购买文具。

目击者说，一名身着黑色T恤、头
戴耳罩的男子手持步枪，自超市门外
一直杀到超市内，向人群随机射击。

超市的闭路电视显示，事发后
停车场上有数具尸体，人群在枪声
中恐慌地向超市门口逃命。

埃尔帕索警局局长格雷格·艾
伦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警方当地时间上午10时39分接到
报案，现场景象恐怖，目前确认有20
人死亡、26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

医院救治，其中最小的只有2岁。
事发后沃尔玛超市已经关闭，

警方清理现场并疏散了人群。
州长阿博特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这起事件是凶残的暴力行径，州政府
已部署大量军警支援当地执法部门。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社交媒
体上说，埃尔帕索市的枪击事件是
一个悲剧，枪手的行径是懦弱的，

“我与所有美国人一道谴责这一仇
恨行径”。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能
为伤害无辜性命辩护。

据美国媒体报道，警方在现场
抓获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该名男
子21岁，住在距离埃尔帕索市1000
多公里以外的得克萨斯州艾伦市。

其作案动机被怀疑与反移民的种族
主义有关。埃尔帕索警局局长艾伦
说，本案“与仇恨犯罪有潜在关联”，
但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媒体还报道说，这名嫌疑人案发
前在网络上张贴了一份长达4页的
所谓“宣言书”，其中将移民称为“入
侵者”，指责移民进入美国的目的是

“种族替代”和“种族混杂”，并表示他
希望自己也死在这场枪击事件中。

埃尔帕索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
境地区，距离边界线不到20公里，
当地80%的居民为拉丁裔。墨西哥
总统洛佩斯说，有9名墨西哥人在这
场枪击案中死伤。

（据新华社休斯敦8月3日电）

得克萨斯州3日发生的枪击事
件让美国的枪支暴力再次以令人震
惊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无论行
凶者动机如何，是否为仇恨犯罪、是
否与种族主义有关，确凿无疑的一
点是，枪械泛滥导致涉枪案件易发
是此次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日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有太多家庭日复一日生活
在对枪支暴力的恐惧之中。够了！”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室网站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共发生涉
枪案件 57103 件，导致 14717 人死
亡、28172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
伤3502人。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
曾报道说，对美国2000年至2016年
枪支致死官方数据的分析发现，枪
支暴力导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减少
近2.5岁。

虽然每次重大枪击案后，控枪及
族群对立等问题都会引发美国社会的
广泛讨论，但最后基本上是不了了之。

观察人士认为，控枪问题凸显
了美国社会痼疾之深。枪支问题被
党派纷争、集团利益等牢牢绑架，民
意在利益集团面前显得十分渺小。
长期以来，在两党政治框架下，控枪
与反控枪问题为一个政治化议题，
而这一问题正在慢慢撕裂美国社
会。如何管控枪支似乎已成为美国
社会难解的死结，控枪之争不知还
要走多远。

（据新华社休斯敦8月4日电）

新闻分析 美国枪支暴力为何难控？

通过电子邮件投票，欧盟28国财政部长8月
2日决定提名现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
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候选人。格奥尔基耶娃1953年出生于保加
利亚首都索非亚，曾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这是2018年2月16日，在德国慕尼黑，世界
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出
席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座谈会。 新华社发

欧盟提名格奥尔基耶娃
为IMF总裁候选人

伊朗再抓扣一艘外籍油轮
据新华社德黑兰8月4日电 据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通讯社4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在
波斯湾抓扣了一艘涉嫌油品走私的外籍油轮。

伊通社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革
命卫队海军在与伊朗司法部门协调后，于7月31日
在波斯湾法尔斯岛附近海域对这艘外籍油轮发起突
袭，并成功控制油轮。油轮上载有70万升走私油品。

伊通社目前没有说明该油轮的国籍等详细
信息。

美科研人员开发出
可远程控制的变形机器人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3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科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美国
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可远程控制的变形机器人，
未来有望在生物医学和航天领域得到应用。

这种机器人由嵌有磁铁微粒的聚合物构成，
可受外部的光和磁场控制。在正常条件下，这种
材料是相对刚性的，但通过发光二极管加热，材料
会变得柔软，再通过磁场远程控制，可改变机器人
的形状，而停止加热后，机器人会恢复刚性，固定
为新的形状。

得州枪手缘何制造致命惨案？ 俄罗斯首款
重型攻击无人机成功首飞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3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3
日发布公告说，俄第一款重型攻击无人机当天成功
完成了首次飞行。公告说，首飞持续了20多分钟。

俄国防部说，得益于特殊材料和涂层的应
用，雷达几乎无法探测此款无人机。“猎人”无人机
机载仪器可实施光电、无线电技术等多种侦察。

“猎人”无人机重约 20 吨，飞行时速可达
1000公里。它由苏霍伊公司根据俄国防部订单
于2012年开始研制，2018年6月首次滑行。其
武器系统预计于2020年准备就绪。有报道称，这
款无人机未来或成为俄第六代战机的原型机。

8月4日，在菲律宾伊洛伊洛，菲律宾海岸警
卫队的救援人员抱起一名幸存者。

菲律宾警方4日发布报告确认，截至当天中午，
菲中部3日发生的船只倾覆事件已造成25人遇
难、6人失踪。其中13人身份已确认。目前，救援
人员仍在全力找寻剩余6名失踪者。新华社/美联

菲律宾中部沉船事故
已造成25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