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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0年3月29日搬迁至新的办公
室地址，现公告如下：变更前办公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6
号国瑞大厦北座20层
变更后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国兴大道11号国瑞大厦C座
东塔37层-39层
变更后电话：0898-36655777
传真号码：0898-36655766
公司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9日

声明
据美兰区政府《关于省机关海府大
院周边市政道路一和平南横巷房
屋征收决定》（海美府[2019]15
号），君尧村3号（现场编号A22）
已被列入征收范围。产权人：吴金
兰于2004年已去世，马旭升、马天
秀、马天庆为继承人。如有人持有
异议，自登报之日起五日内向声明
人提出异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联系人：马旭升 18976366698马
天 秀 13976240725 马 天 庆
13278952511

声明人：马旭升、马天秀、马天庆
2020年3月28日

▲符贻科遗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
有 限 公 司 押 金 收 据 ，编 号 ：
104614，声明作废。
▲海南数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
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数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
损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人民政
府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4600171320，发票号码：
13959876，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陈贻民商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6MA5RXL921U，声 明
作废。
▲儋州市海头镇中心卫生院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68873G50408772R，声 明 作
废。
▲中国移动琼中长征海俊手机店，
网点编码:HNQZZ008，遗失押金
发票，发票编号:5608306，全额:
1000元，声明作废。
▲中国移动琼中长征海俊手机店，
网点编码HNQZZ008，遗失购机
押金发票原件，金额:2000元，声
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减资公告
海南三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730067354G)，经股东大
会会议记录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0000万元减至500万元人民币，原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变更公告
昌江县乌烈镇道隆村土地综合整
治 项 目 二 （ 项 目 编 号:
hizw20200313003）需要变更，变
更事项如下：1.资质要求变更为：
投标人须具备具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和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 2.项
目计划工期变更为：180日历天。
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0年 04月03日 17：30。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推迟至4月
17日14:40:00 。投标文件递交
地点为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201开标室。招标文件其他
内容不变，请各投标人登录http:
//zw.hainan.gov.cn/ggzy/重 新
下载招标文件。

▲海南隆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纳税人识
别号：91460100MA5RC23W2E，
声明作废。
▲陵水本号复康华荣大药房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新起点幼儿园由于原法
人李桂林不慎遗失公章一枚；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070016532(1- 1)，声 明
作废。
▲东方市武术协会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69007324187932E，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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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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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众发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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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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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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符月辉、黄秀芳：
你们于2016年5月17日在文城镇和平南里位置开工建设符月

辉、黄秀芳住宅楼项目，总建筑面积1777.5 平方米。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办法》第十三条及十五条第一款、《海南省物价局、海南省财
政厅、海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调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
标准的通知》（琼价费管〔2010〕329号）的规定，该项目应缴纳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63990.00元。因你们逾期未履行相关法定义务，本
单位拟对你们建设的符月辉、黄秀芳住宅楼项目征收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63990.00元。对此，你们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如要求举行听证，应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三日内向我单位
书面提出，如要求陈述和申辩，应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七日内向我单位
书面提出。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或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联
系人：郑霓君；联系电话：63330956；联系地址：文昌市政府大院西副
二楼 217；缴费账户户名：文昌市财政局财政性资金；账号：
9558852201000049271；开户行：文昌市工行营业部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3月29日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告知书文建易告字〔2020〕第1号

据新华社日内瓦 3月 27 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7日表
示，新冠肺炎疫苗研制至少还需要
12至18个月，所有个人和国家不要
使用未经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

谭德塞说：“在医学史上，有很多
药物在纸面上或试管中有效，但（实
际）对人体无效或有害。我们必须依
据证据，没有捷径可走。”他表示，应
注意避免针对新冠肺炎使用未经验

证的药物，这会导致这些药物在已被
证明有效的疾病治疗领域出现短缺。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8 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

4时26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60万例，达到601478例；全球
死亡病例累计已达27862例。

稍早前，霍普金斯大学公布数据
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7日17时

40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
100717例，死亡1544例。其中，纽
约州确诊病例最多，为44870例；新
泽西州确诊病例8825例；加利福尼
亚州确诊病例4569例。

约翰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确诊病例超全球确诊病例超6060万万 美国确诊病例超美国确诊病例超1010万万

世卫组织世卫组织：：疫苗研制仍需疫苗研制仍需1212至至1818个月个月

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疫情考验下，全球化何去何从
世界卫生组织27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
已影响到201个国家和地
区，影响范围遍及全球。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疫
情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
景下暴发，是对全球化进程
的重大考验。全球化是不
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各国应
加强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
面的协调合作，完善全球治
理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
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将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虽然可能因此次疫情遭遇一些挫折，但不
会停止前进。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中方主任唐晓
阳表示，现代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不断的专
业化、不断的分工和市场交换，因此通过全球
化做大蛋糕的动力不会改变，全球化作为生产
力发展推动力的事实不会改变。

日本财务大臣政务官伊佐进一表示，人和
物品可以自由流动，大家才会受益更多，这是
不可阻止的时代潮流。同时，世界各国共同面
临的课题也越来越多，绝非靠一国之力就可解
决，只有靠全球力量才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现实表明，当全
球性挑战来临时，单个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在
这种情况下，加强各国协调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成为必然要求和唯一出路。

伊佐进一表示，世界各国应该树立大局意
识并达成这样的共识：如果各国仅局限于各自
利益，那么每个国家都必然会遭受更大损失。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之一、英国社会科学院院
士马丁·阿尔布劳说，传染病疫情、气候变化这些全
球危机显示出人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
程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
要全人类的集体智慧和协作，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面临疫情考验 趋势不会逆转 合作才是出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7日签署2.2万亿
美元财政刺激法案，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

大手笔

这是美国迄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法案，
总额2.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10%左右。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
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实施7870亿美元的
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GDP的5.5%。

这一财政刺激计划25日在参议院通过，27
日早些时候获众议院批准。特朗普说:“这将为
家庭、工人和企业带去急需的援助。”

法案主要内容包括：向年收入不足一定金
额的单身或家庭发放补助；因疫情陷入困境的
美国航空企业将获得250亿美元直接经济援
助。同时，法案提议建立一个5000亿美元资金
池，用于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州和城市发放贷
款、提供贷款担保或投资；向小企业提供3500
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工资和福利；向医疗机构
提供1117亿美元资金；为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
用品储备提供160亿美元资金等。

有担忧

德新社报道，一些民主党人认为，这一法案
不加限制地救助大企业，同时对工人援助力度
不够；一些共和党人忧虑援助规模太大，会推高
已经沉重的国家债务。

美联社援引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
析师唐纳德·哈蒙德和戴维·威尔科克斯的话报
道，政府将依据所得税纳税名单确定受惠者，而
许多美国人，尤其是最贫困人口，不缴纳所得
税，因此可能无法享受救助。

众议院通过刺激计划后，纽约股市三大股
指当天上午进入下跌区间。分析人士预计，在
疫情开始消退之前，金融市场将持续动荡。

美联社报道，目前似乎没有办法扭转美国
11年来首次将经济拖入衰退的力量，政策制定
者现在只是试图防止企业和个人在疫情严重期
间破产，希望他们在危机结束后推动经济复
苏。经济学家们预计，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情况
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季度。美国劳工
部26日说，上周大约33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
济，打破1982年69.5万人的纪录。

高冰冰（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签署美国史上
最大规模财政刺激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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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60 万
例。全球范围内的频繁人员往来等成为病毒快
速传播的重要原因，全球延伸的产业链也使疫情
对经济的冲击很容易波及许多国家。疫情暴露
了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全球化进程面临考验。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警
告，疫情还可能会增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有效应对重大疫
情，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考验。面对新冠病
毒来袭，各国反应不同，应对效果也大相径庭。
各国间的这种不同步，为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增添了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