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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澄迈仁兴美梧村民橡胶加工厂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
人（杨英裕）私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三亚乐信鼎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清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慎
于2019年5月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易辉）各一枚，特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中天有限公司不慎于2019年
5月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郑士钧）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临高临城诗碧雅美容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28600001993，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欧洛诗油漆商行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白沙分理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3613301， 账 号 ：
21230001040001901，声明作废。
▲澄迈嘉德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私章，声明作废。
▲张勰雅馨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
B7-603房交房收款流程表交接
单收据1张，票据号：0004660，金
额：350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有房网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舒健日用品商行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公 告

根据《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劳动合
同管理办法》第六章第三十八条解
除劳动合同规定：连续旷工15个
工作日及以上，或者一年之内累计
旷工30个工作日及以上的，解除
劳动合同。海口机辆轮渡段赖剑
平因条件成立，决定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请赖剑平到海口机辆轮渡
段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未回单位办理
解除合同手续的，视为自动解除合
同。特此公告。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
段 2019年11月14日

注销公告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注册号（分）
460100000488388）拟向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公告
根据保亭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
函》((2019)琼9029执127号)相关
要求,将被执行人保亭华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保亭县
城区团结北路东侧广东街一期续
建第3幢2单元704号登记至陆宏
名下,因我机构无法收回《房屋所
有权证》(保房权证保房字第1556
号),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
构将予以登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19年11月6日

▲海口祥弘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都成皮鞋店（许明安）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务号：
51292571052740701，声明作废。
▲海南新希望农业有限公司公章、
合同章、财务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乐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晟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
具的通用机打收据（客户联）三张，
收据号码：NO0102021（装修押金
2000元）；收据号码：NO0101901
（物业管理保证金17136.09元）；
收据号码：NO0101902（水电押金
20000元），已盖收款专用章，声明
作废。
▲畅勇遗失导游资格证，证号：
DZJ2006HN10279，声明作废。
▲吴春妹遗失座落于灵山镇东环
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
市国用（灵山）字第02088号，声明
作废。
▲保亭保城王者天创手机店（王者
天创手机卖场）遗失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开具的通讯费
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据1
份，收据号码：00895095，金额：
30000元整，特此声明。
▲钟智灵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
4601060012001218，特此声明。
▲海南嘉建佳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宝贝计划孕婴童生
活馆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34L621184456，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宝贝计划孕婴童
生活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一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90280010948，声明作废。
▲海南省万宁市兴强实业有限公
司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城万州大
道东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万国用(1999)字第0101436号，声
明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东方供电局感城供
电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7000004563,声明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东方供电局新龙供
电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7000004522,声明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东方供电局大田供
电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7000004514,声明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东方供电局板桥
供电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469007000004483,声明
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东方供电局三家
供电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469007000004539，声明
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东方供电局城区
供电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469007000004555,声明
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东方供电局东河
供电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469007000004475,声明
作废。
▲谢进通不慎遗失保亭县庄园丽
都C3栋606房的发票，发票代码:
246001590619， 发 票 号 码:
00104681，声明作废。
▲方建荣不慎遗失海南省保亭县
庄园御景7栋916号房海南闽庄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为
NOA0003304，声明作废。
▲林建辽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246000762；护士资格
证书，编号:11274322，声明作废。
▲海南全库商品调剂(网络)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
城镇解放南路东关洋土地证，证
号:万国用(2003)第100206号，特
此声明作废。
▲龙仕奋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1）第
048597号，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经海南嘉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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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万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曾春
萃 联系电话：13876050547。特
此公告。

公告
位于万宁市长丰镇牛漏墟海榆东线
公路西侧-兴隆北京村A7幢80C
房；位于万宁市长丰镇牛漏墟海榆
东线公路西侧-兴隆北京村A7幢
80D房；这两套房产已经被万宁市
人民法院(2017)琼9006民初14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给赵艳华名下，
原饶贵民名下的这两套房的万宁市
不动产权证第 0015125 号、第
0015126号不动产权证，声明作废。

催收公告
王日辉、邓不芬、庄尚飞、王二:海
南永辉海运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年、2013年向我行贷款共计
44500000 元。该笔贷款迄今尚
欠借款本金37120000元及利息
7,262,255.88元（截止2019年10
月 31日），你们作为公司法人及
保证人负有偿还义务，因你们目
前无法联系，特向你们发出催收
公告，限你们见报后十日内主动
与我行联系还贷事宜。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19年11月14日

催收公告
郑小花、桂建海、桂俊敏:临高椰丰
海洋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向我
行贷款共计6000000元。该笔贷
款迄今尚欠借款利息1494234.41
元（截止2019年 10月 31日），你
们作为公司法人及保证人负有偿
还义务，因你们目前无法联系，特
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限你们见报
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联系还贷事
宜。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19年11月14日

撤销银行账户公告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会委
员会申请撒销中国建设行东方市
支 行 开 户 银 行 账 号 ：
46050100643600000108，登报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账户撒销
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易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代
码:914602005787306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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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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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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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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
南监管局核准，我司已将华夏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公司营业
场所地址变更为“海南省儋州市那
大镇兴隆路72号三层302、303号，
四层401、402号”。特此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

某单位选定招标代理机构的

公告
经我单位对报名参选的61家公司
进行资料审阅、诚信审查和实地考
察，确定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亿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正信伟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东风武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
公司、海南天行招投标咨询有限公
司、海南平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易中招投标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等10家公司成功入选我单位招
标代理资源库，特此公告。如有疑
议 ，请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0898-
66279813。

注销公告
根据股东会关于撤销天安佰盈保
险销售有限公司海南三亚分公司
（以下简称三亚分公司）的决议成
立清算小组，现已完成三亚分公司
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工作，特此
公告。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海南
三亚分公司2019年11月13日

通知
陈世剑：通知你登报即日起5天内
到府城绣衣坊15号处理铺面一切
事宜，逾期自负。通知人：冯端敬

▲龙仕进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1）第
048598号，特此声明。
▲吴宏良不慎遗失海铭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张发票编号：4600154350；
发 票 号 码 ：00347020；金 额
506192.40元现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园林绿化管理
中心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东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
J6410028590601现声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蒋希服装零售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000MA5TA2YGXR，
声明作废。
▲朱兴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东风里2号地段，土地证号文国用
(2015)字第W0100065号，房产证:
文房证书第01774号，特此声明。
▲ 郭 老 雕 （ 身 份 证
460031195603045228）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
469026103204040053J声明作废。
▲林承统不慎将昌集用〔2019〕第
昌化2911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遗
失，声明原件作废。
▲周真星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31198604205231，流水号：
4600013807，声明作废。
▲儋州大成和炼小吃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377257，声明作废。
▲儋州大成和炼小吃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3MA5RQ4599R，声
明作废。
▲儋州海汽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琼
F00392车辆道路运输证正副本各
一本，证件号为 460400060996
号，声明作废。
▲李萍不慎遗失导游证，证号为：
RFD2283N，声明作废。
▲刘宏伟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为201813009287，声明作废。

广告

美联社报道，美国宪法对构成弹
劾依据的罪责只提及“重罪和轻罪”。
对弹劾流程的阐述同样细节寥寥，国
会因而可自主决定如何推进。

就社交媒体和实时评论时代的首
次弹劾调查，美国民众意见分裂，对特
朗普的行为是否构成弹劾理由没有达
成共识。

按照流程推算，听证会本月末将

转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导，重点是
具体弹劾“条款”。众议院全体有望在
圣诞节前就是否弹劾总统表决。调查
随后交由参议院“审理”，以决定是否
罢免总统，届时已是明年。

外界普遍预期，由共和党掌控的
参议院不太可能罢免特朗普。选择在
2020年总统竞选的当口启动弹劾调
查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有风险。

按照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高
级顾问贾森·米勒的说法，弹劾调查

“本质”是“职业官僚企图破坏”特朗普
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以及“受政治
驱动的民主党人希望在2020年选举
前”让共和党籍总统难受。“如果共和
党人团结一致，特朗普不仅能挺过来，
还能挫败弹劾骗局并连任。”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共和党人采取多种措施回应
民主党人主导的弹劾调查。

特朗普多次否认不当处理乌克兰
事宜，认定弹劾调查是民主党人对他
的政治迫害。他似乎有意分散外界注
意力，13日安排与土耳其总统雷杰
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会晤并举行联合
记者会。美土先前因叙利亚局势等事
宜关系趋紧。

共和党人同时指认民主党人自特
朗普就任之初便打算赶他下台，行动
始于2017年5月前特别检察官罗伯
特·米勒主持的“通俄”调查。

美联社在报道中提及，米勒今年
7月24日在众议院两个委员会作证
大约7小时。一天后，特朗普给泽连
斯基打了那通电话。

就调查内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级别最高的共和党人德文·努内斯等
人认为，所有证人都缺乏一手信息，且
作为调查重点的“等价交换”实际没有
发生。乌克兰方面辩称没有受到胁
迫，而一度遭冻结的军事援助9月获
放行。

就调查程序，共和党人认定有漏
洞，坚持要求拜登的儿子亨特和检举
人像其他证人一样公开作证。

定于当地时间 13日上午出
席电视直播听证会的是美国驻
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和分
管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帮办乔治·肯特。美国前驻乌
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定于
15日作证。

这 3 人 10 月出席闭门听证
会，部分证词本月初相继公开。
泰勒指认美国政府经由常规外交
渠道和“非常规渠道”处理乌克兰
事务，“非常规渠道”由特朗普私
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主导。肯
特说，特朗普就乌克兰事务有3个
关键词：“调查”“拜登”和“（希拉
里·）克林顿”。约万诺维奇自称
曾收到“小心身后”警告，因为特
朗普有意把她召回。

多名证人的证词与8月检举
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

尔·泽连斯基通话内容不妥的情
报官员说法基本一致。这次通
话触发众议院 9月 24日启动弹
劾调查。调查重点是特朗普是
否下令冻结对乌克兰将近4亿美
元军事援助，以迫使泽连斯基调
查民主党籍总统竞选人乔·拜登
及其儿子亨特。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
希夫是调查主导人之一。他在写
给众议员的一份备忘录中说，“这
些听证会将着手处理对国家和政
府依据宪法运转有深远影响的议
题”，希望同僚本着“严肃使命和
对国家的热爱”参与听证会。

希夫12日公布下周公开听证
会日程，共8名证人定于19日至
21日出席。民主党籍众议长南
希·佩洛西同一天说：“总统现在有
机会自证清白。”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定于13日举行首场公
开听证会，让民众有机会自己判断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对乌克兰的行为是否构成弹劾理由。

弹劾调查“开门”
特朗普祸福相倚

强硬遣返“伊斯兰国”人员 土欧摩擦加剧

土耳其内政部 11
日说，土方已经启动遣
返程序，打算把土关押
的数千名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武装人员送回
原籍国。据土媒报道，
这些人大多来自欧洲。

分析人士指出，土
耳其近期与欧洲国家
纷争不断，此举很大程
度上是在表达不满，向
欧洲施压，双方关系恐
将进一步恶化。

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上周表
示，土方11日将启动遣返程序，把这
些“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遣返回原籍
国，不管这些国家是否已经剥夺他们
的国籍。

土耳其内政部11日透露，土方当
日遣返了三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其中包括两名欧洲人。土方还将在今
后几天陆续驱逐另外20余名“伊斯兰
国”外籍武装人员，其中包括丹麦人、

爱尔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
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一直致

力于加入欧盟，早已获得欧盟“候选
国”资格并在2005年启动了入盟谈
判。但近年来，双方在难民危机等
诸多问题上发生矛盾，关系逐渐陷
入低谷。最近一段时期，双方更是
摩擦不断。

欧盟一再批评土耳其在叙利亚北
部开展的军事行动。针对土耳其与欧

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的油气争端，欧盟
支持塞方，赞成就土耳其“非法开采”
一事采取限制措施。

土耳其则在难民问题上持续向欧
洲发难。土总统埃尔多安本月7日访
问匈牙利时警告，如果欧盟不提供足
够援助，土耳其将被迫为数百万难民

“打开通往欧洲的大门”。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启动遣返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程序的一个重要

意图，是加大对欧洲施压力度，迫使其
在一些问题上让步，但此举或令双方
关系雪上加霜。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启动遣返
程序当日，围绕土“非法开采”一事，欧
盟外长会议就对土实施制裁达成一
致。埃尔多安12日对此回应称，土耳
其将把更多“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遣返
回原籍国。照此趋势发展，土欧之间
的博弈预计将进一步加剧。

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多国都明确
表示，拒绝接收参与“伊斯兰国”行动
的本国公民。为了“甩锅”，英国、丹
麦、德国等国甚至取消了一些武装人
员及其家属的国籍。因此，土遣返“伊
斯兰国”武装人员的计划能在多大程
度上得以实施有待观察。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国家之所以
拒绝参与“伊斯兰国”行动的本国公

民回国，主要是担心他们回国后会构
成安全风险。而且在欧洲国家看来，
目前被土耳其关押的“伊斯兰国”武
装人员，与之前因放弃对“伊斯兰国”
的幻想或明确表示与“伊斯兰国”划
清界限的回国人员相比，可能更加危
险，他们很有可能是效忠“伊斯兰国”
的顽固分子。

欧洲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难以严

厉惩戒这些在境外参与“伊斯兰国”行
动的人员。首先，很难对这些人员参
与“伊斯兰国”行动进行取证；其次，很
多人员辩称自己在“伊斯兰国”只是参
与了一些非战斗行动，而这也很难调
查清楚。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德沃金指出，不少欧洲国家的法律对
于参与“伊斯兰国”行动的人制裁太

轻，往往只会判处几年监禁。出狱之
后，这些人可能会威胁国土安全。

土耳其政治分析家德米尔塔什
表示，遣返“伊斯兰国”成员的启动时
间选在即将于本周在华盛顿召开的
国际反恐会议前夕，土耳其意在揭露
欧洲在反恐问题上的虚伪性。

（据新华社安卡拉11月12日电
记者王峰）

土耳其硬遣返 不管那些原籍国是否已经剥夺他们的国籍

欧洲想“甩锅”担心被遣返“伊斯兰国”人员回国后会构成安全风险

以色列遭近200枚火箭弹袭击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12日电（记者吕迎

旭 尚昊）为报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
德）高级指挥官巴哈·阿布·阿塔12日早些时候被
炸死，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当天向以色列发射近
200枚火箭弹。

以色列军方12日傍晚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
凌晨开始，以色列共遭受190多枚来自加沙地带
的火箭弹袭击，其中一半火箭弹落在空地，数十枚
被“铁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

由于遭受火箭弹袭击，以南部和中部当天学
校停课、火车停驶。为防止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进
一步报复，以军向南部与加沙地带交界地区增派
了坦克和装甲车。

11月13日，在加沙城的一家医院，巴勒斯坦
人悲痛悼念亲人。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3日发表声明
说，以色列当天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造成
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新华社发（亚西尔摄）

以色列空袭加沙
造成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公开听证 多举回击A B

结果难料C

不满仲裁

美国对WTO施压升级
美国代表12日暗示可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

（WTO）今后两年的预算。美方如果把威胁付诸
行动，可能导致世贸组织从明年起停止运转。

不愿在媒体报道中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
世贸组织预算委员会12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例
行会议，美方代表发难，就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预
算表达担忧，认为部分资金可能挪作他用。

美国是世贸组织预算的最大出资方。彭博新
闻社报道，这一机构本年度预算1.97亿美元，美
方出资2280万美元。

依据规则，事关世贸组织的决定必须由全部
164个成员达成共识。一旦美国阻挠，世贸组织
预算将无法如期通过。

世贸成员必须在年底以前通过2020年和
2021年预算。彭博社报道，如果美方阻挠，世贸
组织最严重情况下可能停止运转，迫使各国从根
本上重新审视对世贸组织谈判贸易协定、解决争
端的依赖。

因担忧美方继续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欧
盟、加拿大和挪威已同意自行设立临时仲裁机制，沿
用世贸组织原则和惯例，对加入倡议国家之间的纠
纷作“平行”仲裁，直至世贸组织仲裁机制恢复正常。

欧盟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说，有
必要设立临时仲裁机制，防止国际贸易体系倒退
回“丛林法则”时代。

徐超（据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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