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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洋浦远顺达航盛船务有限公司(原
法人高仁团，现法人向之国)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各一
枚，上述印章为我司在交通银行营
口分行老边支行开立一般银行账
户 ( 账 号:
218002300018010028353) 的 预
留印鉴，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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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美兰兴艺休闲会馆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老城镇才吉村委会东水

村村民小组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颖彬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31199009180011，特 此 声

明。

▲冉航麟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

镇土福湾万通中堂度假村 5#楼

201房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

水字第20156960号，特此声明。

▲郑晓丽遗失一份琼海华悦实业

有限公司融创金成博鳌金湾项目

半海洋房五期1栋1单元202房屋

产品认购书一张，收据一张，编号

为 0001090 的认购书和编号为

00000592的收据，金额为397427

元，声明作废。

▲周才秀2019年11月29日不慎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46003419930824066，现特此声

明。

关于收回租赁场地的公告
我公司（原海南省地矿局创业服务
中心）与海口文庄医院有限公司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将于2019
年11月30日租赁期满。从2019
年12月1日起，我公司将依法收回
位于南沙路66号地质大厦第一、
第二层房产，终止租赁合同，不再
出租给海口文庄医院从事经营活
动。特此敬告相关人士周知。

海南地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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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蓝洋酒店项目整体转让
现有儋州兰洋镇在建酒店项目整

体低价转让，项目总占地面积82

亩，总建筑面积3.3万平米。联系

人：方女士13876171217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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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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遗失海南闽庄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庄园丽都二期D5一

1613号住宅收款收据证明三张，

收据编码：0006025，0006198，

0006199，特此声明。

▲五指山河北宏利广告经营部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1420301，现声明作废。

▲陈广清遗失万宁东兴广元专营

店(海南移动万宁分公司)购机押金

发票一张，发票号码:9999999，声

明作废。

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友
联谊会2019年会公告

兹定于12月8日（星期天）下午3时在海口新埠岛

诺富特酒店（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道横沟2街6号）海

口宴会厅举办年会。请各位校友互告周知。

报名联系人：

赵子夫 18976806608

卢家庆 13976393288

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友联谊会

2019年11月29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临
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临时用电安
装工程及高压线迁改工程设计及

预算编制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镇。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项目临时用电安装工程及高压线迁改
工程设计及预算编制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
封报价函（含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的形式报至我司工程部。联系
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邢工，18789675726。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

厅拍卖：位于定安县龙湖镇（居丁镇）居丁溪西侧两块地总面积

为56146.66㎡的农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提示竞买人：该土地部分有被周边村民占用种竹子和养猪

等情况，存在清场等瑕疵。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2月8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

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8689885766

网址：www.ronghepm.com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公告
目前，在海南省澄迈县正光观海花园项目进场施

工的单位均未经过我司同意，请各施工单位知悉该等

法律风险。我司没有授权河南正光置业有限公司以

及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委托施工单位进场施工，也未

与施工单位签署施工合同。若任何公司未经我司同

意擅自进场施工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与我司无

关，我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海南航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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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信息局11月29日发布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9月单月原油和
石油制品出口量大于进口量，70年来
首次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9月石油出
口同比上涨18%，日均大约876万桶；
石油进口同比下降12%，日均867万
桶左右，顺差近9万桶。

按照日本共同社的说法，这是美

国自1949年开始汇总石油进出口数
字以来，首次实现单月石油贸易顺差，
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美国能源信息局11月早些时候
发布能源短期展望，预计美国2019年
全年石油贸易维持逆差，日均逆差额
为52万桶，但2020年全年将实现顺
差，日均顺差额达75万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018年9月报道，依据美国能源部估
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今年11月
27日发布的石油供需周报，美国当前
石油日均产量大约为1290万桶。这
一数字比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现阶段
的石油产量高出不少。

国际能源署今年9月发布的月度
报告显示，今年6月，美国一度超越沙

特，成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
媒体去年年底报道，美国一度成为原
油净出口国，打破过去70多年对进口
原油的持续依赖。不过报道没说那段
顺差持续多久。

过去十年间，美国页岩油兴起，石
油产出翻了一番多，由此改变全球能
源版图。不过页岩油发展伴随环境代
价。研究人员提醒，美国页岩油气开

采的用水量和废水量自2011年开始
大幅增加，表明水力压裂法开采对当
地水资源的影响更加显著。

页岩油和页岩气开采主要使用水
力压裂法，借助高压把化学物质与大
量水、泥沙的混合物注入地下，压裂油
井附近的岩层构造，进而采集原油和
天然气。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成石油净出口国 70年来头一遭

伦敦桥凶案行凶者假释期犯案
英政府被指责惩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不力

英国知名地标伦敦桥附近11月29日发生持械行凶。
嫌疑人奥斯曼·汗刺死2人、致伤3人，后遭警方击毙。

奥斯曼·汗2012年因恐怖主义罪名获刑16年，去年提
前获释。伦敦桥凶案次日，工党批评保守党政府惩治犯罪、
维护公共安全不力。

奥斯曼·汗11月29日中午在伦
敦桥北端附近一座建筑内行凶，后来
在伦敦桥上被路人按倒在地，警方在
旁边持枪瞄准，将他击毙。

英国警方反恐事务主管尼尔·巴
苏说，奥斯曼·汗当时正在建筑内参
加一门罪犯改造课程的其中一场活
动。课程名为“一起学习”，由剑桥大
学犯罪学研究所主办。

剑桥大学副校长斯蒂芬·图普
说，袭击可能是冲着校方工作人员、
学生和校友，这令他极为不安。

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30日
报道，奥斯曼·汗2012年获刑16年，
罪名是参与炸毁伦敦证券交易所图
谋的准备工作。2018年，他“有条
件”获释，即满足特定条件或须按时
回监狱报到。

一些英国媒体说，奥斯曼·汗行
凶时脚踝上佩戴着电子追踪器。

巴苏说，现在调查重点是嫌疑人
为何发动袭击。警方把事件定性为
恐怖袭击，目前没有积极搜寻其他嫌
疑人。

现阶段，伦敦市长萨迪克汗
是英国政府任职级别最高的工党
人士。他 11 月 30 日接受英国天
空新闻频道采访时批评说，本届
政府任内，法官给危险罪犯量刑
权力受到掣肘，政府应对此“作出
解答”。

内政部国务大臣布兰登·刘
易斯承认，需要检视当下量刑规
则。“我们应重新审视针对这些暴
力犯罪的量刑制度……我们应赶
紧行动。”

英国定于12月 12日举行议会
选举。英国主要政党11月29日暂
停在伦敦范围竞选活动，以示尊重
逝者。

不少人联想，2017年6月8日英

国议会选举前几天、即6月3日，伦敦
桥发生袭击事件。3名袭击者驾驶
汽车在桥上冲撞行人，随后下车持刀
行凶，造成数十人死伤。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宣称发动袭击。

那起事件发生后，英国舆论诟病
保守党自2010年当政后削减警力的
做法。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1月
29日说，今后一段时间，警方将加大
街面巡逻警力，让民众放心。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重点调查动机

相似时间地点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定于12月初
召开峰会，但是多个成员国最近几天
吵翻天，不少人担心峰会期间“会继续
吵下去”。

多国吵个没完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2月初

抵达英国首都伦敦参加峰会。北约成
立70周年之际，北约高层希望借这次
峰会展示“成功结盟”形象，但内部近
来争吵愈发激烈。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1
月初批评美国、土耳其各行其是，不与
北约其他成员国充分协商。按他说
法，北约内部缺乏协调合作，正在经历

“脑死亡”。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随后指责，

马克龙没必要作出这种“空泛的评论”。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

什奥卢11月28日反斥法方是“恐怖
主义的赞助人”，因为法方定期在总统
府接见“叙利亚民主军”人员。土耳其
把“叙利亚民主军”麾下库尔德武装视
作“恐怖组织”。

马克龙当天表示，不会就“脑死
亡”说法道歉。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11月29日继续向马克龙喊话：

“你该去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脑死亡
……要不要把土耳其赶出北约，是你

说了算吗？”埃尔多安表示，会去北约
“说道说道”。

法国外交部当天召见土耳其驻法
国大使，就埃尔多安作出“不可接受”
言论，要求土方“给个说法”。

另外，一名美国官员告诉法新社记
者，就土耳其采购俄制S-400型防空
导弹系统，预期北约其他成员国将在峰
会期间继续施压土耳其放弃购买。

力避重蹈覆辙
去年7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举行的北约峰会由于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猛批德国等盟友，会议议程
“脱离轨道”，混乱收场。

按法新社说法，北约高层今年精
心安排峰会议程，希望维持内部团结
形象，避免会场局面再度失控。

北约各国领导人将在峰会期间签
署一系列协议，而协议内容无一例外，
早已商定一致，只为避免在峰会期间

“出幺蛾子”。
值得注意的是，峰会前一周，北约

“分批次”宣布一系列采购决定。一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法新
社记者，这些决定意在向美国总统特朗

普发送“政治信号”，希望特朗普满意。
例如，北约正在与美国波音公司

磋商巨额订单，考虑采购波音侦察
机。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希望，此举能取悦美方，从而营造“有
话好好说”的气氛。

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防务
支出不达标，把重担推到美方肩头。

北约成员国2014年同意，10年
内将各自防务支出增加到相当于国内
生产总值2%的水平。德国总理默克
尔本周说，预期德国“21世纪30年代
早期”以前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一名美国官员估算，北约29个成
员国中有18国能在2024年年底前达
到2%支出目标。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峰会前夕 北约内部吵翻天

11月30日，在英国伦敦，警察在恐怖袭击事件现场附近警戒。
英国伦敦警方29日晚说，当天下午发生在伦敦桥上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

人受伤。一名嫌疑人被警方开枪打死。警方将继续调查这一恐怖袭击事件。 新华社发
恐袭过后

12月1日，一辆旅游大巴在俄罗斯外贝加尔
边疆区坠桥，已造成19人死亡、22人受伤。中国
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说，据俄方了解到的初步情
况，涉事旅游车上没有中国乘客。

图为大巴坠桥事故现场。 新华社/卫星社

俄外贝加尔边疆区
一大巴坠桥致41人死伤

一架单引擎飞机11月30日在美国中部南达科他
州坠毁，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美
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坠毁飞机是一架皮拉
图斯PC-12单引擎涡轮螺旋桨客机，机上有12人。

图为皮拉图斯PC-12单引擎涡轮螺旋桨客机
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美国一单引擎飞机坠毁
至少9人死亡

新华社河内12月1日电 越南外交部日前说，
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已被运抵越
南，并移交亲属。据越通社报道，首批16名遇难者
遗体11月27日由飞机运抵越南首都河内，其余23
名遇难者遗体和骨灰于11月30日运回。

英国警方10月23日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
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
39具遗体。越南公安部11月7日发布公告说，越
英双方确认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公民。

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
遗体和骨灰运回越南

据新华社巴黎12月1日电（记者唐霁）法国
外交部11月30日发表声明说，法国、德国和英国
欢迎比利时等6个欧洲国家加入与伊朗贸易的
INSTEX结算机制，维护欧洲和伊朗的合法贸易。

声明说，法德英三国作为INSTEX结算机制的
创始国，欢迎比利时、丹麦、芬兰、挪威、荷兰和瑞典
加入该结算机制的决定。这明确表达了欧洲维护和
伊朗合法贸易以及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心。

法德英三国今年初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
与伊朗贸易的INSTEX结算机制。该机制全称
是“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
金融体系之外运作的支付机制，能帮助欧洲企业
绕过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制裁，使欧盟继续与伊朗
进行贸易。

欧洲6国加入
与伊朗贸易的新结算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