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
责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
博雷利16日说，截至当地时间
当天18时，意大利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升至27980例，累
计死亡病例升至2158例，另有
2749人治愈。

● 伊朗卫生部17日宣布，
截至当日中午，伊朗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1178例，累计确诊
人数达到16169人，其中988人
死亡，累计治愈5389人。

● 西班牙卫生部 17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西班牙新冠
肺炎单日确诊病例数增长1987
例，累计确诊人数破万。

●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17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
地时间16日0时至17日0时，
韩国新增8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新增死亡 6 例，新增治愈
264例。韩国新增确诊病例数
已连续3天低于100例。至此，
韩国累计确诊8320例、死亡81
例、治愈1401例。

●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6日 13时
（北京时间17日1时），美国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4068例，死
亡69例。

● 综合英国卫生当局 16
日发布的数字，英国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数已达1543例。随着数

字攀升，政府开始呼吁人们尽量
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接触及不必
要的出行。

● 马来西亚卫生部 17日
表示，当天该国首次出现 2例
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截至当
天中午12时，该国新增120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病例
数增至673例，累计治愈出院
49例。

● 综合新华社驻拉美地区
记者报道：拉美地区16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继续增加，累计确
诊病例总数逼近1000，更多国
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拉美多
国领导人同意加强协调，共同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

数说疫情

据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16 日电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16日宣布，
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已
超过中国数字。世卫组织呼吁，预防
感染和拯救生命的最有效方法是打破
病毒传播链，不要蒙住双眼救火，必须
检测每一个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过去一周新冠肺炎疫情迅速
升级。目前，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
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都已超过中国。
各国都升级了社会隔离措施，包括关闭
学校、取消体育赛事和其他集会等。

谭德塞指出，目前还没有看到各
国在检测、隔离以及接触者追踪方面
有足够紧急的升级措施，而这些是疫

情应对措施的支柱。预防感染和拯救
生命的最有效方法是打破病毒传播
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检测和
隔离。

“谁都不可能蒙住双眼救火。如
果不知道谁被感染了，就无法阻止这
场大流行，”谭德塞说，“我们向所有国
家发出一个简单的信息：检测、检测、
检测！对每一个疑似病例进行检测！”

此外，世卫组织建议，包括轻症病
例在内的所有确诊病例都应在医疗机
构隔离，以防止病毒传播并为病例提
供适当医护。如果在医疗机构收治轻
症患者已超出某些国家的能力，就应
优先考虑收治老年患者和有基础疾病
的病例。

世卫组织：

须检测每个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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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福港水产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船名号：琼三亚渔71155的国内渔

业 船 舶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4600000180474；渔业船舶所有权

证书，证书登记号码：460210003；

渔业船舶登记证书，证书登记号

码：4602100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福港水产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船名号：琼三亚渔71156的国内渔

业 船 舶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4600000180476；渔业船舶所有权

证书，证书登记号码：460210004；

渔业船舶登记证书，证书登记号

码：460210004，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减资公告

海南五指山山基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91469001MA5RCELE20经股
东决定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叁仟万
元减到人民币壹仟万元，特此公告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200317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房权证临城字第LC01539
号，权利人姓名：庞祥伟，不动产坐
落：临高县临城镇临海路教育局综
合大楼第三单元601号房，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证，以上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临高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 2020年3月17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6民初832号

海南联科制冷工程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柳新华、赵晓丹、柳富华：本
院受理原告海南信源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南联科制冷
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柳新华、
赵晓丹、柳富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琼0106民初83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目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2020年2月20日

遗失声明
海南启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60100MA5T3C1D4Y
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维恒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J46902300000574，声明作废。
▲海南优安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优安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罗衍声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 可 证 ， 许 可 证 号 ：
469005001252，现声明作废。
▲郑庆武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 可 证 ， 许 可 证 号 ：
469005003087，现声明作废。
▲何贵生遗失坐落于乐东县九所
镇龙栖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温泉一
线海景公寓32幢2单元1703房的
房权证，证号为：乐东县房权证乐
字第SPF201605171号，特此声明
注销该证。
▲陵水椰林陵城欧美潮童童装馆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60000MA5T8MP99N，声 明
作废。
▲东方八所麦记日用品商行遗失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15209001，账 号 ：
1007231600000192，声明作废。
▲文昌清澜开盛达手机店不慎遗
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 文天才遗失林权证，编号:
B460801070217，声明作废。

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近期将海口市龙华
区国贸北路金融花园C幢403房
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时间按报名时
间 定 ，联 系 人 孙 先 生 ：电 话
13976995533

海南信合亿圣拍卖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海秀东路40号毕伦印刷厂1108.4
平方米二层住宅楼招租。有意者
请联系！海南中禾招标代理有限
公司，黄先生66769527

▲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证号：地字第065号，声明
作废。
▲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证号：地字第066号，声明
作废。
▲海南省粥文化研究会不慎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一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MJP101332H，特此声
明作废。
▲冯六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机
械司机（施工升降）初级，证号：琼
A042019000216，声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村民委员
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2956002，声明作废。
▲秦正华遗失座落于源澜开发区
高隆湾度假村西侧地段不动产国
土证，证号：文国用（2014）第
W0306452号，特此声明。
▲昌江石碌东鑫手机卖场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31MA5RW7EK77，声
明作废。
▲海南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69033MA5RC38N33，声明作
废。
▲杨亚容于2019年10月30日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24197006135220，已补办新
证，旧证作废，特此声明。
▲海南兴农旺农资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变更声明
三亚太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将

我司开发的“天山丽田文旅康养中

心”项目变更给海南天山丽田实业

有限公司。原五指山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下发的《人民防空地下室

施工报建审批意见书》2019人防

施审第11号，三亚太华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不再使用。特此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6民初833号

林哲、叶秀、海南问道网络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信源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哲、叶秀、

海南问道网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琼0106民初83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20年2月20日

注销公告
海南轰运实业有限公司（代码

91460300MA5RD5CYXY）拟向

洋浦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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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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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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屯昌瑞丰食业有限公司目前在进
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
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
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
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
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
系人：符家诗，电话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屯昌瑞丰食业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8日

公 告
屯昌县万银养殖场目前在进行企
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动
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在
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债
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办
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人：
符家诗，电话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屯昌县万银养殖场
2020年3月18日

公 告
屯昌县优质水果开发有限公司目
前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
理人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
所有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
和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
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 。 联 系 人 ：符 家 诗 ，电 话
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屯昌县优质水果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8日

公 告
海口三发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目前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
清理人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
请所有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
员和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
记。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
权利。联系人：符家诗，电话
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海口三发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8日

▲潘家森不慎遗失坐落于文城镇
头苑村委会鹿堀七村集体土地使
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16577号，特此声明。
▲潘家栋不慎遗失坐落于文城镇
头苑村委会鹿堀七村集体土地使
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16570号，特此声明。
▲潘家佳不慎遗失坐落于文城镇
头苑村委会鹿堀七村集体土地使
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16576号，特此声明。
▲海南恒甘木业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章(甘绪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王兆熙不慎遗失临床检验专业
主管技师资格证书一本，证书编
号:2001303，特此声明。
▲海南大众财务软件数据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玉科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黄良金遗失座落于文教圩的《私
人申请宅基地批准书》，证号:文国
土基字（1994）第 02213 号,特此
声明。
▲舒子璐遗失华侨城曦海岸项目
11号楼2201商品房的购房收据,
收据编号：0000297、0000645，声
明作废。
▲舒子璐遗失华侨城曦海岸项目
11号楼2201商品房的认购书，认
购书编号：0000339，声明作废。
▲ 琼中营根炫彩图文广告店
（92469036MA5REXT28P）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叉河韦建全汽车运输户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31600084483，现声明作废。

广告

海南农垦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公告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农垦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招
聘工作人员，相关要求如下：

一、招聘人员数量；（一）摄影、摄像、视频剪辑1名；（二）新
媒体记者/编辑3名；以上岗位应聘者，须能吃苦耐劳，适应高强
度工作，有良好团队意识及较强的主动性、创造性、执行力，有2
年以上工作经验者优先。二、报名方式：应聘人员请于2020年3
月31日前，将个人简历和相关新闻作品发送至海南农垦报社邮
箱：543193628@qq.com，标题注明“应聘+职位”，符合条件者
由本报电话通知笔试、面试。联系人：宋女士、秦先生；联系电
话：0898-31664002、31665379。三、聘用及待遇：应聘人员经
录用后，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合格后，本报与其签订聘用合
同。聘用期间，将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规定
和本报聘用合同工的相关待遇执行。更多条件和
要求详见海南农垦报公众号（hnnkbs）。

海南农垦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3月17日 公众号

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

子公司，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兼营文化类项目。因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现向社会诚招优秀人才，具体如下：

一、招聘岗位：投资主管1名
二、任职要求：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

男性。2.需法律、金融、财会类相关专业毕业，具有三年及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或具有投资项目、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者。
3.对证券市场、财务管理、资本运作等有较深入了解。通过国家
司法考试或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或高级会计师职称者优先。4.
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信待人。身体健康，能适应随时出差工
作。5.工作细致，责任心强，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
主动，吃苦耐劳，有团队协作精神。熟练操作office等计算机应
用软件，熟悉OA系统的使用，有一定的写作水平。

三、薪资福利：1.月薪：面谈。2.福利：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
等。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1.报名时间：见报日起至3月31日。
2.报名资料：个人简历（附上个人照片）+身份证扫描件+毕业证
书及相关证书扫描件。3. 报名方式：将报名资料发至邮箱
2236912116@qq.com,文件命名及邮件主题为“个人名字+应
聘”。4.联系人：李老师；联系方式：0898-66810651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0318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3月27日15:3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
开拍卖下列车辆：

竞买保证金：2万元/辆。展示时间：3月25日至26日。展示地
点：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四东路5号牡丹花园小区停车场内。特别说
明：竞买人须依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
定取得增量指标或更新指标。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3月26日17:
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
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汇款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或更新指标证明文件。
电话：68555951 15607579889；网址：www.hntianyue.com；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序号
1
2
3
4
5
6

车牌号
琼AL9598
琼AT1797
琼B26008
琼AT1670
琼AS9731
琼D11733

品牌型号
丰田牌GTM7200G

丰田牌GTM7200GB-NAVI
丰田牌GTM7200E

丰田牌GTM7200GB-NAVI
丰田牌GTM7200GB-NAVI

圣路牌SL5030XYCX1

登记日期
2008.09.23
2009.12.04
2007.12.27
2009.12.04
2009.12.04
2007.12.07

参考价（元）
26100
31300
26100
31300
31300
16800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3HN0023 QY202003HN0024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资产、铺面和仓库进行分别招租，具体
如下：

1、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裙楼第三层301房；2、海口
市秀英大道26号海湾公司G栋501房；3、海口市府城宗伯里29
号南侧和北侧各第一间铺面；4、海口市秀华路51号2层205房
屋；5、海口市长生路66号长流粮所6间铺面及二层4间房屋。

上述房产、铺面和仓库面积19.08m2、1250.93m2不等，挂牌
底价2227元、675508元不等。

租赁期限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
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进行交易。

公告期：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3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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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
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
权交易 21 号窗口，电话：0898- 66558038 吴先生、0898-
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18日

坟墓登记搬迁公告
因文昌市政府拟征收位于铺前镇Wn2018-98、Wn2019-6

号项目地块，需对云楼坑、竹田后、三榜村东面和铺前大桥安置区
北面等征地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进行登记补偿和迁移，现将具体事
项公告如下：

一、土地范围：Wn2018-98、Wn2019-6号项目征地范围（铺
前村委会云楼坑、竹田后、三榜村东面、铺前大桥安置区北面）。

二、登记时间限期：2020年3月16日至2020年3月31日
三、具体要求：范围内的坟墓户主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3

月31日前,到镇人民政府进行坟墓登记，并办理相关迁移事宜。
逾期将按无主坟墓根据相关政策进行处置。

联系方式：联系人：陈健山；联系电话：13976038231；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胜利街25号铺前镇人民政府。
特此公告。

文昌市铺前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16日

新华社巴黎3月16日电（记者
徐永春 唐霁 陈晨）法国总统马克龙
16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说，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严峻形势，法国处于“战争状
态”，需要全面动员抗击疫情。

马克龙表示，鉴于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决定推迟原定22日举行的市镇
选举第二轮投票，包括退休制度改革
在内的所有现有改革也将暂停推行。

马克龙呼吁法国人“最大限度”减
少出行。他说，从17日中午起至少
15天内，法国人应“最大限度”减少出

行，并避免与外界接触。外出集会、走
亲访友、逛公园和溜马路都将被禁止，
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或者外出就医等
特殊情况，居民应尽可能待在家中。
他呼吁民众遵守卫生规定和疫情防控
规定。

经济措施方面，马克龙说，自17
日起，将暂停征收企业所需缴纳的房
租和水、电、燃气费用，大范围推广“部
分失业”措施，并承诺为企业银行贷款
提供3000亿欧元的“国家担保”。他
表示，“不会让任何企业处于破产风险

之下，也不会让任何法国人失去收入
来源”。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当晚发表
讲话说，自17日中午起，居民外出必
须证明其出行的必要性，如无法远程
办公需前往工作地点、需出门采购食
品和生活必需品等，违者将面临38欧
元至135欧元的罚款。

据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6日晚发
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日15时，
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33例，
其中死亡病例148例。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

马克龙宣布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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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病毒疫苗
开始第一阶段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6日电 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16日说，美国研发的一种新冠病毒疫苗当
天开始进行第一阶段临床试验，首位志愿者已接
受试验性疫苗注射。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当天发表公报说，这种
名为mRNA-1273的疫苗由国家卫生研究院下
属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和莫德纳公司合作
研发，得到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

据介绍，志愿者在完成两次疫苗注射后将接
受为期一年的观察。

福奇表示，此次开启疫苗第一阶段临床试验
的速度创下了纪录。他此前曾表示，即便疫苗的
初期安全试验进展顺利，距离其大规模应用也需
要一年至一年半时间。

日本奥委会副主席
田岛幸三确诊新冠肺炎

据新华社东京3月17日电 据当地媒体17
日报道，日本奥委会副主席、日本足协主席田岛幸
三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截至东京时间18时30分
（北京时间17时30分），日本国内确诊病例达到
851例，累计死亡29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今年62岁的田岛幸三16日因发热缺席了当天的
日本奥委会理事会会议。2月下旬他曾前往荷兰
参加欧足联会议，还前往美国观看了日本女足的
友谊赛。

欧足联宣布
欧锦赛将推迟至明年举行

欧足联17日正式宣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原定于2020年6月揭幕的欧锦赛将推迟至
2021年举行。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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