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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针对25
日在葵青及荃湾等地区的示威活动及
暴力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26日
凌晨表示，激进示威者升级的违法及
暴力行为不但令人发指，更将香港推
向极为危险的边缘，特区政府予以严
厉谴责，警方亦会严正追究。

发言人表示，在葵青及荃湾进行

的游行集会，虽然警方经与主办方协
商后已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但有示威
者在游行期间偏离原定路线，堵塞道
路，与警方对峙，以砖块、铁枝等肆意
袭击警务人员，并向警车和警务人员
多次投掷汽油弹，严重破坏社会安宁，
对在场执法的警务人员和市民的人身
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据介绍，一批激进示威者以暴力
破坏多间位于荃湾的商铺，到场处理
的警务人员一度被多名暴徒袭击，在
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曾向天鸣枪示
警。之后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动蔓延
至深水埗、尖沙咀及红隧九龙出入口
等多个地点。

发言人指出，有示威者在集会地

点葵涌运动场取下国旗，并肆意践踏，
行为挑战国家权威，亦涉嫌触犯香港
法例中的《国旗及国徽条例》。

发言人呼吁广大市民共同打击暴
力，维护法治，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在当晚的清场行动中，警方已拘
捕多名肆意破坏、攻击警察的激进示
威者。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
聪当晚到医院探望慰问在荃湾执勤
时被暴徒袭击受伤的多名警察。对
于暴徒罔顾他人安全的非法暴力行
为，卢伟聪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
针对任何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甚
至威胁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警队必
定全力追究。

香港特区政府：

激进示威者升级的违法暴力行为
将香港推向极为危险的边缘

广告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8

月29日00:00-06:00对彩铃平台的volte彩铃模

块进行升级优化，在升级过程中，仅对volte彩铃播

放有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

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8月27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市中山、儋州市洋浦、
屯昌县、临高县、五指山市、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IP城
域网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拨号、ITV、光
纤专线、VPN专线、WIFI、语音、ITMS、设备管理业务使用将受中断
30小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2019年8月27日2:00－6:00，对海
口市中山区域的IP城域网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2019年8月28日
2:00－6:00，对 儋州市洋浦、临高县、屯昌县区域的IP城域网网络
系统进行优化；2019年8月29日2:00－6:00，对 五指山市、白沙黎
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区域的IP城域网网络系统进行优化；不
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管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声明
致相关方：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与海南华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阳致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海南华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相关合作协议已于2018年
4月16日由我公司发函解除。我公司根据前述协议注入海南华
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旗下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
司、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海南老城海胶深加工产业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知知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四家公司的
100%股权及相应公司资产依法应予返还我公司。我公司今向相
关方发布声明，于声明之日起10日内接管前述四家公司。在声
明后与该四家公司发生的任何经济往来如无我公司书面同意，我
公司均将不予认可。声明后四家公司的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
定代表人印章等一切印鉴停止使用，不再具备法律效力，直至我
公司同意四家公司使用新印鉴为止。

特此声明。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恢69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金手指房地产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青红、许尚华土地使用权代持纠纷一案，
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8)海仲字第1128
号裁决书，内容为:

一、确认海南金手指房地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赵青红、
许尚华签订的《土地使用权代持协议书》有效;

二、确认海南金手指房地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金江国用
(2016)第50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实际权利人;

三、赵青红、许尚华应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配合海
南金手指房地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办理金江国用(2016)第
5045号土地过户变更登记手续;

四、赵青红、许尚华应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其应
承担的仲裁费39399元直接支付给海南金手指房地产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2019年5月29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海
仲字第1128-1号补正裁决书，将(2018)海仲字第1128号裁决
书主文第二项中“金江国用(2016)第5054号”更正为“金江国用
(2016)第 5045号”。本院拟按照(2018)海仲字第1128号和
(2018)海仲字第1128-1号裁决书的内容将登记在许尚华、赵
青红名下证号为金江国用(2016)第5045号土地使用权办理转
移登记在海南金手指房地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下，如案外人
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
产依法予以处置。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8月21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东方宾馆物资贸易中心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东方国用（八所）第2120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
于八所镇九龙商贸区，土地面积为21946.6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东方绿洲实业有限公
司，南至东方绿洲实业有限公司，西至东方市园林路，北至东方绿
洲实业有限公司，坐标为：J1（X113209.745、Y22650.684），J2
（X113245.216、Y22655.341），J3（X113213.215、Y22804.929），
J4（X113125.65、Y22794.31），J5（X113141.36、Y22723.43），J6
（X113195.139、Y22480.683），J7（X113246.119、Y22486.865）。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23日

注销公告
2019年7月8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下达了《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决定收回保亭海航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保国用（2010）第07、08、09号三本《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建设
用地使用权，该决定书于2019年7月11日送达给保亭海航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自该决定书送达之日已经超出30日，该公司未到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
登记手续，也未交回上述3本《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中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的要求，以及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现公告注销
保国用（2010）第07、08、09号三本《国有土地使用证》。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19年8月27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8月29

日00:00-05:00对CDMA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全

省CDMA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40周年校庆公告

四十载弦歌不辍，沧桑砥砺；四十载滋兰树蕙，春华秋实。2019年
金秋10月，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将喜迎建校40周年华诞。值此盛典来
临之际，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历届
校友、各界人士以及相关兄弟单位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初心不改，薪火承续。学校肇创至今，两易校址，四更其名，发轫
于1979年创立的广东农垦通什师范学校，历经海南省农垦通什师范
学校、海南省农垦通什中学、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等名称的演变。学
校始终恪守“诚朴、自信、砺志、拼搏”的校训，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取得了突出的
办学业绩。共培养近五千名优秀师范中专生，大批学生考入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985工程大学”
和“211工程大学”，多次获得国家教育部、海南省委、海南省教育厅
表彰，现在是海南省教育厅5所直属中学之一和省一级甲等学校。

继往开来，再谱华章。建校40周年，既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亦是再创辉煌的新起点。为回顾办学历程、总结办学经验、
凝聚各方力量，续写光荣与梦想，我校将以“风华四十载，筑梦新征
程”为主题，于2019年10月5日举行40周年庆典，届时学校将举办
系列庆祝活动，展示办学成果，搭建相聚平台，共商发展大计。在此，
我们诚挚邀请并热烈欢迎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广大校友拨冗莅临，
畅叙情谊，共襄盛举！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欢迎垂询：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校庆筹备办公室
电 话：0898-86838688，0898-86838015
传 真：0898-86838106
电子信箱：qnksz@163.com
地 址：海南省五指山市南水路42号

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2019年8月27日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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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澄迈县人
民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公告公示（http://chengmai.hainan.gov.
cn/xxgk_56366/gggs/index.html）。2、纸质报告书查阅：查阅地
点：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富音南路海口中电第二环保发电有限公
司；查阅联系人：王助理；查阅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
6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厂区为中心，各厂界外延6km
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网址：澄迈
县人民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公告公示（http://chengmai.hainan.
gov.cn/xxgk_56366/gggs/index.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通过信函、传真或电子邮
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采用实名方式
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海口中电第二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收信人：王助理 传真：0898-36968777
电子邮箱：2858478273@qq.com
通讯地址：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富音南路
邮编：571924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6日

特种设备检验公告
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
前一个月申报定期检验。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不得继续使用。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8号（原100号）
机电类设备报检：0898-36688311
承压类设备报检：0898-36688295
琼海工作站地址：琼海市兴海中路琼海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楼
联系电话：62926020
洋浦工作站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新浦大厦 701室
联系电话：28823700
东方工作站地址：东方市永安东路东方市场监督管理局302室
联系电话：25569017
陵水工作站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南干道陵水市场监督管

理局（原工商局）407室
联系电话：83338299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2019年8月26日

关于中止文集建试（2018）-29号
地块挂牌作价出资活动的公告
刊登于2019年7月31日《海南日报》B06版及相关网站发

布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作价出资公
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6号），拟挂牌作价出资的文集建试
（2018）-29号地块因故中止挂牌作价出资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27日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海南省教育厅

直属的全省一所本科成人高等学校。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
误，是成人本、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
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本部咨询电话：66211011、66115373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63299166，琼海学院：

62819613，三亚学院：88214928，东方学院：25583266，儋州学
院 ：23588485，五 指 山 学 院 ：86623720，屯 昌 学 习 中 心 ：
67831937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岛二西路20号海南广播电
视大学远教大楼14楼1404招生处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9月9日

香港警方
在激进示威活动中
再拘捕86人

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记者张雅诗 方栋）
香港警方26日表示，在日前发生的激进示威活
动中拘捕了86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方
行为不检、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以及
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高
级警司江永祥 26日在警方记者会上表示，警
方于8月 24日和 8月 25日在东九龙和新界荃
湾的公众活动及暴力事件当中，共拘捕86人，
年龄在12岁至52岁，其中4人被起诉，并已于
法院提堂。

江永祥表示，在上述事件当中，共有21名警
员受伤，其中部分人被砖头击中受伤，还有一名
警车车长被削尖的物体插伤背部，导致大量出
血。另外，6名曾经举枪示警的警员，其中一人
及其家人的资料和相片被恶意放在网上，使警员
除了身体受伤，心理上也受到极大压力。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记者会上
描述警员被袭击的过程时说，8月25日晚在荃湾
沙咀道有大批暴徒以长铁枝、长竹枝和路牌等疯
狂攻击警员。

谢振中表示，由于当时警员只是接报处理一
宗刑事毁坏案件，他们并非通常的防暴警察，因
此身上毫无保护装备，只有圆盾、警棍、胡椒喷
剂和0.38配枪。这些警员还没抵达现场之前，
他们的冲锋车已被暴徒以各式各样的武器攻
击。暴徒以削尖的铁枝向其中一名警员的背部
刺插，伤口血流如注。这些已经不是大家口中手
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

谢振中说，当时有其他警员下车欲往荃湾二
陂坊被暴徒破坏的几家商铺，结果被超过百名暴
徒攻击，由于警员装备有限，只能一手持圆盾，
一手挥动警棍，抵挡高空扔向他们的砖头等硬物
而不断后退，但也无法抵挡暴徒以长矛攻击，甚
至有警员的盾牌被硬物击碎。

他表示，在混乱期间，有警员跌倒后仍被暴
徒追打，眼见有同事生命受到重大威胁，其他警
员在多次警告无效下，一名警员向天开了一枪，
警告暴徒切勿再伤害受伤的警员。谢振中表示，
该名警员在事件中表现英勇和克制，其武力使用
是必须和合理的。

警方强调，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他
们只求破坏、危害社区和商户的生命财产，这只
会全面破坏整个香港社会。警方的职责是维持
治安和秩序，并保护市民生命财产，遇到违法的
冲击，警方一定会用相应武力应对。

8月26日，参加游行的市民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行进。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据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记
者苏万明 陈昊佺）“强烈谴责美国粗
暴干预中国内政”“中国香港，与美无
关”……26日14时30分许，在香港

地铁中环站附近遮打花园，百余名香
港市民撑举横幅，齐声呐喊。

齐声高唱《歌唱祖国》之后，人群
整队，开始游行，朝花园道美国驻港

总领事馆进发。
“我们在建设香港，可暴徒们却

在破坏它。暴徒们身后‘鬼影重重’、
无鬼不成事，最近又武力升级，造成

警察和市民受伤。美方插手香港事
务，我们强烈谴责。”活动发起人曹达
明说，此次活动共有“爱港联盟”“维
港之声”“香港广西社团总会”等组织
的100多名人士参与。

香港邦加侨友会理事长周鸿生
说，根据公开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
是美方在背后支持暴徒们作乱，我们
强烈谴责美方干预中国内政。

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慢慢行
进至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香港暴徒，
美国制造”“美国黑手，立即收手”“香
港是我家，谁来保护她”……整齐的
呐喊声再次响起。

天降大雨。许多市民掏出雨伞，
并主动为正在周围维持秩序的警察
撑伞遮雨。“如果没有你们的维护，孩
子们上学可能都要受到影响。你们
为了保护我们，都有人受伤了，好危
险，好辛苦！我们撑你们！”一位参加
游行的女士对同一伞下的警察说。

香港市民揭玉群目前主营私家
养生护理。她说，两个多月来，香港
的交通、旅游和市民生活都受到了很
大影响，“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有纷
争应该通过商议的方式，文明和平解
决，而不是使用暴力。”

香港市民游行谴责美方插手香港事务美国华侨华人在加州集会
谴责暴力乱港行径

据新华社洛杉矶 8 月 25 日电
（记者黄恒）数百名华侨华人25日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蒙特雷帕
克举行集会，反对近期香港发生的暴
力活动，谴责乱港势力破坏“一国两
制”和香港繁荣的险恶图谋。

在当天的活动上，与会代表先后登
台发言，强烈谴责香港一小撮暴徒袭击
警察、打砸公共设施、抢劫无辜路人和
骚扰外国游客的行为，指出这些行为
早已突破合法表达意见的底线，对社
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必须立即制止。

美中经贸文化基金会主席胡燕秋
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特别是袭警
和阻挠外国游客登机的行为，让她感
到非常惊恐。她认为，不论有什么意
见，都不应采取暴力手段逼迫别人接
受，“那些示威者必须停止攻击警察、
市民和游客”。

集会发起人之一、美国华人社团
联合会荣誉主席鹿强说，不仅要立即
制止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更要斩断
暴力分子的幕后“黑手”。这些幕后势
力煽动暴力分子，目的是破坏中国的
发展。“香港的稳定繁荣牵挂着我们每
一个海外华侨华人的心，我们坚决反
对任何分裂势力搞乱香港的图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