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弹劾总统调查程序

美众议院将举行投票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8日电（记者徐剑梅 孙

丁）美国众议长佩洛西28日宣布，国会众议院本
周将就一项关于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程序
的决议案举行投票。

美国媒体称，这将是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
院首次正式就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举行全体投
票，定于10月31日举行。

佩洛西在一封致联邦众议员的信中说，国
会众议院依宪不必经过全体投票而开展弹劾调
查，此次投票旨在“消除关于特朗普政府可否扣
留文件、阻止作证、无视有适当授权的传票或继
续阻碍众议院（调查）的任何疑问”。

佩洛西说，这项决议将确认现有和正在进
行的弹劾调查，规定相关公开听证程序，授权提
供记录文本，概述了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移
交证据的程序，并考虑了可能的弹劾条款，规定
了总统及其律师的正当程序权利。

数周来，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人一直抨击民主
党人主导的弹劾调查不透明、不公平，事先未经众
议院全体投票获得授权。25日，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国会众议院无需投票即可
进行弹劾调查，美国司法部就此裁决提出上诉。

佩洛西9月24日宣布启动众议院对特朗普
的弹劾调查，起因是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特
朗普7月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
对方调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
子。民主党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寻求
外国势力干预明年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坚称
不存在与乌方的“利益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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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遗 失典 当
法人变更公告

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蒲蓉现变更

为马菁。2019年10月18日前所

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问题与现股
东、现法人无任何关系，所有债权
债务由原股东、法人承担。
特此公告
海口俱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191030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11月8日10:
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罚没
的氯酸钠23.1吨。整体参考价：
8.44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2019年11
月6-7日；海口市秀英区绿色长廊
海南诚恒化工有限公司仓库。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 11月 7日
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
买手续（报名时请携带相关资质证
明资料）。网址：www.hntianyue.
com 电话：15607579889 王先
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
大厦主楼41层

声明
彭振忠于2018年 4月 24日在海
南日报声明作废丢失的房屋所有
权证（房权证东字第05479号），现
已找到恢复使用，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少江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190幢 1102房购房认购书一张，
编号：1903986；收据 5 张，编号
HN0002069； HN1849716；
HN1846053； HN1826171；
HN18089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袁秀仔因保管不善，将【昌集用
(2009)第昌化 0817 号】《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书遗失，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书作废。

声明人:袁秀仔
2019年10月30日

遗失声明
海口国贸艾尚锋专营店遗失海南
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代码 146001440202，发票号码
62281401-62281600，声明作废。

更正声明
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于2019年9月18日在《海南日

报》信息天地栏刊登的遗失声明内

容有误。现更正为：文昌市东郊镇

人民政府不慎遗失广州博厦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发票，发票

代码：044001800104，发票号码：

36895716，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文昌保华林下黑山羊养殖有限公

司（914690050563768596），经公

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人民币减至50万元人民

币，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

减资公告
海南汉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代码 91460000MA5TB9322U）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壹佰亿圆整减至壹佰万圆整，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通知
徐海勇：本人为海口市琼山区凤翔
街道凤翔社区振发路16-1号的房
主，自2019年 10月 20日起一直
无法与你联系并也未见到你。现
登报通知，请你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七日内（即2019年 10月 30日
起至2019年11月6日止）与我姐
姐曾玉娟联系协商房屋租金交付
事宜，逾期则视为你放弃此房屋继
续租赁的权利。

通知人：梁居明

遗失声明
海南川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096408376X，声 明 作
废。
▲海南乐途农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白国用（1998）字第123号，声
明作废。
▲海口秀英林滨商行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证号：琼国税登字
460104197910021248号，声明作
废。
▲海口秀英诗宏商行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证号：琼国税登字
460036198306190029号，声明作
废。
▲刘名和于2019年9月25日遗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24197004260618，特 此 声
明。
▲胡庭定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40492号，特此声明
▲文昌蓬莱许环三手机卖场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5600174380，声明作废。
▲万宁市万城镇新兴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万宁红专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30872601，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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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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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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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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高县中医院工会委员会遗失
工商银行临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19569901，声明作
废。
▲乐东乐城山羊羊肉早餐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3600138806现声明作废。
▲海南佳木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RF-
BR126,声明作废。
▲海南九鼎酒业有限公司三亚分
公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代码证号：59491820-5，声明
作废。
▲熊文锐遗失恒大名都二区二栋
2001房的房款收据一张，编号：
HN0009651，金额：49023 元，声
明作废。
▲叶岳伟遗失中南西海岸 B8-
1702 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16 0042440，金额168000元，
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咸东村委
会道榔村民小组于2019年10月
19日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陈彩虹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3199105064523，特此
声明。
▲唐国昌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福久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14253号，
声明作废。

▲汤付良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蒲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03632号，
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黄氏犇牛甜品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0036066，声明作
废。
▲邢华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
所镇永安西路永安农贸市场B幢
215房的房产证，产权证号：房权
证东字第 00014738 号，声明作
废。
▲高燕梅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房款收据 2 张，收据编号：
0002520，金额：260962 元，收据
编号：0006763，金额：80000元，
声明作废。
▲孔胜遗失座落于西秀镇拔南村
民委员会拔南经济合作社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1）第024291号,声明作废。
▲袁扬顺遗失海南省凤翔蔬菜批
发市场B87号档口押金收据单一
张，金额4500元，号码：5305487，
特此声明。
▲袁扬顺遗失海南省凤翔蔬菜批
发市场B89号档口押金收据单一
张，金额4500元，号码：5305489，
特此声明。
▲保亭县新政成丰百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
废。

▲陈梅菊遗失海南省凤翔蔬菜批
发市场B85号档口押金收据单一
张，金额4500元，号码：5305485，
特此声明。
▲李文晶遗失海南泰龙商城管理
有限公司后73号铺面押金发票，
发票号码：0024675，金额：5000
元整，声明作废。
▲夏志君遗失房产证，证号：房权
证陵水字第20151118号，声明作
废。
▲海南椰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五指山现代门诊部不慎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01600027557，特此声明作
废。
▲ 邹 展 鹏 ，身 份 证 号 ：
430121198905023818，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462380（建筑工程专业）、证书编
号463906（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声明作废。
▲ 海 南 省 残 疾 人 基 金 会
（53460000082534662H）不慎丢
失一张海南省公益事业接受捐赠
统一收据，收据代码：0103456 ，
特此声明作废。
▲张爱莲(曾用名：张爱连）（身份
证号码：460022194011065128）
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铺前镇三角街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文国用
（00）字第W2200452 号,特此声
明。

广告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71

受委托，现公开挂牌转让海南罗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18.75%
股权。

一、基本情况：海南罗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由海南博大兰
花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市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于2015
年1月22日设立，注册资本为1600万元。截止2018年10月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7424026.811元，总负债41800532.29元，净
资产-14376505.48元。本次转让股权对应评估值为0元。具体详
情见琼立天评报字（2019）第0013号评估报告。

二、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三、公告期为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26日。
四、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
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30日

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报废车辆的公告

(时间：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3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有关规定，现对

2018年期间，我大队民警依法查扣的一批逾期未接受处
理的违法车辆，以及已处理的交通事故所扣留达到报废
的车辆予以报废公告，请被查扣的车辆所有人在公告之
日起一个月内持相关有效证件到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不办理的，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
门将依法进行处置，并将报废处置所得全部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详情请查询：(微博、今日头条）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2018年查扣报废车辆登记清单
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10月30日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65

受委托，现公开挂牌转让长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10%股权。
一、基本情况：
长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是由申河、海南华琨实业公司、上海万

同投资咨询公司、刁金梅等于2000年7月10日出资设立，注册资
本为 5000 万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6634.34万元，总负债1566.23万元，净资产15068.11万元。本次
转让股权对应评估值为1506.81万元。具体详情见中天华信评报
字（2019）第055号评估报告。

二、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506.81万元。
三、公告期为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26日。
四、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
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30日

2020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

界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
列。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61名，其中非全日制136名，全日制25名。专
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9年10月10日-31日每

天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
yz.chsi.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
规定为准。3.考试时间：2019年12月22-24日(以网上报名规
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
www.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
A110室

英国警方23日在英格兰东南部
埃塞克斯郡一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
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

根据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28日发
表的最新声明，货车惨案涉事司机莫里

斯·鲁宾逊已于当天出庭受审。他是通
过视频接受英格兰地方法院庭审的。
针对他的下次庭审将于11月25日在位
于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举行。

莫里斯·鲁宾逊现年25岁，来自

英国北爱尔兰。在23日案发当天即
被警方拘押。他被控39项过失杀人
罪以及共谋贩运人口、协助非法移民
偷渡和洗钱等罪行。

埃塞克斯郡警方称，在涉案货车
中发现的39具遗体已全部转移至医
院进行检查。警方正通过比对牙齿、

指纹和DNA等方式确认死者身份。
警方目前已收集整理出死者衣物、手
机等总计超过500件物品。但核实死
者身份的过程依然需要很长时间。

埃塞克斯郡警方强调，39名死者的
国籍和身份仍未有最终定论，因此呼吁
媒体不要无端猜测，以免妨碍警方调查。

2015年前后，欧洲国家难民危机
集中爆发。面对严峻形势，欧洲国家
采取各项措施加强应对。

英国与法国曾在2015年签署协
议，两国加强合作打击通过英吉利海
峡隧道偷渡的非法移民。根据协议，
两国通过设立共同指挥和监控中心、

增派警力、加固和新设护栏以及打击
组织非法移民的犯罪团伙等措施来遏
制偷渡行为。

为阻挡非法移民涌入，匈牙利政
府2015年6月决定在匈牙利和塞尔
维亚的边境地区修建一道长175公里
的围墙。随着围墙的修建和边境管控

措施的加强，非法入境移民人数锐
减。2017年4月，匈牙利在两国交界
地区建成第二道围墙。

2019年9月，德国警方出动数百
名警察在不来梅、里特胡德和纽伦堡
三地同时对国际人蛇集团实施专项打
击行动。

整体来说，经过2015年至2016
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最近几年进入欧

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人数在下降。但
是，解决非法移民和偷渡问题不能只
靠封堵和打击。要看到，战乱冲突、贫
穷落后是导致人们背井离乡、流离失
所的最重要原因，在这些背井离乡者
的国家实现和平、推动发展才是解决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
张代蕾 应强 袁亮）

英国舆论普遍认为，造成这一惨
案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同跨国人口走私
犯罪有关。有迹象表明，警方正以有
组织偷渡或人口贩卖作为方向对此案
进行调查。

就在英国警方调查本案的同时，
法国加来港执法人员27日在一辆准

备前往英国的冷藏货车中发现8名
来自阿富汗的非法移民，其中包括4
名儿童。他们藏身于车厢底部夹层
中。为掩人耳目，货车里还装了冷冻
鸡肉。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工资收入
高、社会福利好，长期以来一直是非法

移民的目的地。自2010年西亚北非
局势动荡以来，大批非法移民涌入欧
洲，更是导致欧洲出现难民危机。

据国际移民组织发表的报告，自
2014年1月以来，近1.9万人因试图
非法登陆欧洲而死亡或失踪。

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指出，大部
分非法移民通过陆路或者地中海进入
欧洲国家，想要前往德国、瑞典和英国

的非法移民会选择从克罗地亚或保加
利亚进入欧盟，然后再经由次级偷渡
网络分散到欧洲大陆各地。

就英国而言，英国当局几年前
加强对多佛和英吉利海峡隧道的管
控后，一些贩卖人口或组织偷渡的
犯罪团伙绕道其他安检措施相对宽
松的港口入境英国，偷渡手段也不
断翻新。

英国货车惨案凸显欧洲非法移民问题
英国埃塞克斯郡近日发生的货车惨案震惊世界。藏身货车中的39人不幸死亡令人痛心，此次惨案暴

露出来的欧洲非法移民、人口贩卖以及边境管控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货车惨案调查进展如何？

欧洲为何频发非法移民案件？

欧洲打击偷渡和非法移民有何举措？

新华社日内瓦10月29日电（记
者凌馨 陈俊侠）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日前
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吸
引外资730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第
二大外资流入国。

贸发会议28日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
达6400亿美元，较2018年上半年处
于非正常低位的全球FDI增长24%。

具体来看，由于美国税改政策对外

国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逐步消退，发达
经济体今年上半年外资流入比去年同
期翻番，达2690亿美元；同时，发展中
经济体外资流入保持相对稳定，达3420
亿美元，占全球FDI总额超过一半。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吸引

外资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继续
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外资流
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美国仍是全
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吸引外资
1430亿美元。

报告预测，今年全年全球FDI预

计将增长5%至10%。发达经济体外
资流入将持续出现恢复性增长，发展
中经济体吸引外资水平也将基本保持
稳定。但贸发会议警告，全球经济增
速放缓、贸易摩擦等因素导致外资流
动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

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A

B

C

阿根廷外交官格罗西将出任
国际原子能机构新一任总干事

据新华社维也纳10月29日电（记者赵菲菲）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官网29日消息，阿根廷外交官
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将接替今年7月去世的
天野之弥，出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新一任总干事。

消息说，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理事会闭门会议中，阿根廷驻该机构代表格罗西
获得理事会35个成员国中24国的支持，而国际
原子能机构代理总干事科尔内尔·费卢塔得到10
个国家的支持，格罗西因此当选新任总干事。国
际原子能机构将于30日正式宣布这一消息。

现年58岁的格罗西是核不扩散领域的资深
外交官。他从2010年至2013年在国际原子能机
构担任高级职务，此后一直担任阿根廷驻国际原
子能机构代表。

在英国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
内，法医在现场进行调查。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