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是上下之间的矛盾，那么民主
党与共和党则是左右之间的对立。由于此次疫情已经不可
避免成为影响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两党正在
围绕抗疫展开激烈博弈。

对于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举措，民主党人的批评力度
始终不减，从最初集中火力指责特朗普政府“反应迟缓”“轻
描淡写”，到针对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展开马拉松式的
激烈辩论。

虽然财政刺激计划最终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民主党人依
然纷纷对此表达不满，认为这是给公司送上“历史性大礼”。
而特朗普拒绝邀请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及其他民主党人
到场见证财政刺激相关法案签署，再次凸显双方之间的宿怨。

另外，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对特朗普
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也多有批评。他还推出自己应对
疫情的计划，包括改革医疗体系、刺激经济等一系列
措施。

美联社29日发表文章指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凸
显党派分歧的加深。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9日电 记者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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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种子总站不慎遗失基本存
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户：
21105001040004774，核 准 号 ：
J6410027808901, 编 号 ：6410-
00451135，开户行：农行省府大院
支行，声明作废；遗失专用存款账
户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户 ：
21105001040004808，核 准 号 ：
Z6410001478301, 编号：6410-
00042798，开户行：农行省府大院
支行，声明作废。海南省种子总站

2020年3月30日
▲海口琼山陈华妮面食摊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0107611203090，声明作废。
▲铺前镇山内村经济合作社遗失
座落于铺前镇隆丰村委会的集体
土地所有证,证号:文集有（2004）
第WJ2200039号,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姓名：王新民，不动产坐落：临高县

波莲镇波新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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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解除合同通知书
致：刘育枫先生

根据你与我司于2019年5月11日

签订的《项目施工经济责任承包协

议》,你应依约履行协议,维护我司

权益。现,你已经违反协议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约定,损害我司合法

权益。鉴于你有上述违约情形,我

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相关规定通知你解除《项目施工经

济责任承包协议》,并保留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

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李凡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60003198701210248，特此声明。
▲何曲文遗失驾驶证，证号：
430522199608030010，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金禾穗粮油贸易经营
部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南盛鑫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邮政工贸有限公司美容美
发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01001000550，声明作废。
▲海南邮政工贸有限公司计算机
软件开发维护中心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01001000726，声明作废。
▲海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遗失开户许可证两个，账号：
2201028609200002043,核准号：
J6410003082103； 账 号 ：
2201028629026407861,核准号：
Z6410000440902,声明作废。
▲海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工
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账号:
2201020209024938880,核准号:
J6410003462102,声明作废。

通知
方成乐,原我司工程部员工，于
2020年2月27日开始，未经公司
同意，擅自离开公司，合同到期至
今未续签，至今无故不来公司上
班，我司管理人员多次电话通知，
仍未到公司上班，现我司登报通
知，三日内未到公司办理续签合同
上班，我司将视为自动离职处理，
由此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与我
司无关。特此通知！

海南金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200326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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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国用(10)字第58号，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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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郁遗失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合格证及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车辆型号：SC6478BB6,
车 架 号 LS4ASE2E2LA700865,
发票号：00169879，特此声明。
▲郑珠品不慎遗失琼昌渔06888
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捕捞许可
证，编号:(琼昌)船捕(2019)HY-
100013号，声明作废。
▲三亚火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钟韶秀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119811220008X，特 此
声明。
▲黄循杰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文国用
（2014）第 w0104994 号，座落文
城镇人大宿舍北侧地段，现声明作
废。
▲许桃丽遗失大勇商厦四层一排
三号铺面保证金单一张，保证金单
金额12000元整，现声明作废。
▲新城区（海南）文创集团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杨勇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琼交运管
许可白沙字469025000788号，特
此声明。
▲海南铭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遗失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L-HAN00252,特此声明作废。
▲董文慧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椰林镇滨河南路6号海韵陵河假
日7号楼2605房的房权证，证号：
陵房权证陵水字第20153934号 ，
声明作废。
▲陵水万福海鲜广场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市光村中学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鸿泰天成商贸有限公司（在
2020年3月8日）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新好吃坊蛋糕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8MA5RF3FA8T，声
明作废。
▲海南高仪洁具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房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4月8日上午9:
30在我司公开拍卖：海口市和平
大道 32号永发小区兴发阁公寓
502房，建筑面积116.47m2，竞买
保证金30万元。展示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2020年4月7日止。有
意者请于2020年4月7日下午16
时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
手续。联系电话：13707561158，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
际大厦15层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公示
（海秀东路40号毕伦印刷厂1108.4
平方米二层住宅楼)成交公告
第一成交供应商：海南韵龙交通设
施工程有限公司；第二成交供应
商：海南光宇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成交供应商：海南中联科技有
限 公 司 。 如 有 异 议 ，请 联 系
66769527。 2020 年 3 月 31 至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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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信息
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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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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出租，
电话：13876086424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延期举行“传承文脉 振兴文昌”
征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春季

举行的“传承文脉 振兴文昌”为主题的文化研讨

会征文评选活动，决定延期至2021年4月15日

举行。特此通知。

文昌市孔子学会

海南省两宋研究会

文昌文化研究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
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2-1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省农垦总局招待所来文申请对金牛岭片区B-2-14地块进行

控规修改。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2019）13号文件、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方法》动态维护等要求，经报海口市
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金牛岭片区B-2-14地块规划修改工
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20年3月31日至5月13日）。2、公示地
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
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
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31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4月1日00:
00-06:00对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和西环高铁沿
线1800MLTE基站进行扩频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
4G1800M手机数据业务使用将受短时（3分钟）影响。

具体影响情况如下：
1.2020年4月1日0:00-0:30，操作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

黎族自治县和西环高铁沿线第一批188个1800M LTE站点业
务中断3分钟。

2.2020年4月1日1:00-1:30，操作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
黎族自治县和西环高铁沿线第二批28个1800M LTE站点业
务中断3分钟。

3.2020年4月1日2:00-2:30，操作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
黎族自治县和西环高铁沿线第三批13个1800M LTE站点业
务中断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20200416期）
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委托，定于2020年4月

16日上午10点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公开拍卖琼 AG9082 别克、琼
AJ9732帕萨特、琼A28810金杯等26辆旧机动车（资料备索），竞
买保证金：5000元/辆，13万元/整体。展示时间：2020年4月7-
14日；展示地点：海口市港澳开发区翠亨路中行库房；报名截止时
间：2020年4月15日17:00；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
达商务大厦28层。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整体
优先；2、成交后按现状交付车辆，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车
辆所有违章年检罚款及过户所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3、竞
买人应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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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买受人须在车辆移交后30日内办理
完车辆的过户手续。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4月15日17：00前
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
46001003536053001593，带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
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8976435423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冠亚二维码

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美国两周内
或迎疫情“死亡高峰”

多重因素阻美有效抗疫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9日将联邦政府关于在全美范围内保持“社交疏离”的指导

意见有效期延长至4月30日。这一指导意见原定3月30日到期。他说，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模型预测显示，美国两周内将迎来“死亡高峰”。

分析人士指出，白宫态度大转变凸显美国疫情蔓延之迅速、防控形势之严峻。但
面对如此困境，美国政界仍难以形成合力，联邦政府同各州政府、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
利益不同、意见不一，给有效应对疫情带来阻碍。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召开露天记者会，说死亡病例峰值可
能出现在4月12日复活节，“模型预测，死亡高峰可能两周内
来临。”他一改此前乐观语气，称复活节后复工只是“一个愿
望”，他期待美国能在6月1日前走上复苏之路。

态度转变的背后，是美国疫情快速蔓延的现状。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9日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2500例。

29日记者会上，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安东尼·福奇说，基于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美国
10万至20万人死亡，超过百万人感染。他指出，如果不采取
足够措施来缓解危机，他的这一预测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现在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对他
竞选连任至关重要的经济表现，一边是飞速增长的确诊和死
亡人数。如果推动复工则会加速疫情蔓延，如果严格防控则
会加剧经济下滑。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一些商界领袖警告如果美国经济
继续“关闭”，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损害特朗普连任的机
会。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呼吁特朗普政府“尊重科学、讲究
证据”，不要屈从于商界的压力。

美国疫情告急，不仅给国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冲击，还暴露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自
为政、互相推诿的问题。

在防控疫情方面，美国各州“自扫门前雪”，而联邦政府
主要负责向各州提供资源支持，并在联邦层面发布卫生、旅
行指导意见等。由于缺乏充分沟通协调，一些提议或举措往
往会成为激化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比如，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对纽约市及其周边疫情严重
地区采取隔离措施，这立即引发相关州政府对白宫权限的质
疑，引发不小风波。压力之下，特朗普作出妥协，仅要求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强有力的旅行建议”。

密歇根州州长、民主党人格蕾琴·惠特默最近抱怨，一
些供货商优先考虑联邦政府的订单，导致该州购置医用物
资的订单被取消或延迟。为此，她呼吁制定医用物资供应
的全国性策略。而特朗普则反唇相讥，指责惠特默准备不
足、应对不力。

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指出，新
冠肺炎疫情是前所未见的灾难，美国的联邦制度明显没能很好
应对，在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时，人们看到的却是分裂和争吵。

现实严峻 复工延后 互相推诿 上下失和 两党博弈 左右对立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说，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致使劳动力
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可能影响一些
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官方
网站说：“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
保护最脆弱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
应链通畅，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

食体系的影响，否则我们面临粮食
危机迫近的风险。”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糟糕情
况预计将在4月和5月出现。

这家机构说，已经发现粮食在
多方面遭遇多重挑战，例如粮食运
输和家畜养殖等。但截至当前，食
品供应依然充足，粮食产业所受冲

击颇小。不过，高附加值农产品涨
价的几率更大，例如肉类等易腐烂
食品；主要粮食现在供应充足。

美国惠誉咨询公司在一份研
究报告中说，在发达市场，谷物种
植通常在人口密度低的大型农场，
比较不易受疫情影响。但劳动密
集型行业，例如棕榈油等种植业和

鲜肉处理等加工业的人员感染风
险较高，因而需要临时封闭措施。

马来西亚最大棕榈油产地沙
巴已命令关停3个区域的棕榈园，
原因是一些员工新冠病毒检测呈
阳性。

惠誉咨询公司担心，尽管某些
种类的粮食供应充足，但可能出现

过度囤积或限制交易现象，从而抬
升粮食危机风险。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
道，越南已经限制大米出口，俄罗斯
也停止成品粮出口，哈萨克斯坦则
暂停小麦粉、荞麦、糖、葵花油和某
些蔬菜出口。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联合国:新冠疫情或引发粮食危机

朝鲜宣布成功试射
超大型火箭炮

据新华社平壤3月30日电（记者洪可润 江
亚平）据朝中社30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29日
进行超大型火箭炮试射，并且取得圆满成功。

报道说，此次试射旨在再次确认朝鲜人民军
部队列装的超大型火箭炮的战术技术特点。朝
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李炳
哲出席试射。

韩国媒体29日援引韩国军方消息说，朝鲜当
天向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两枚发射体。发射
体飞行约23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约30公里。

美侦察机再现韩国上空
一家航空追踪机构29日说，一架美军侦察机

当天飞越韩国上空。韩国媒体猜测，这架侦察机
可能前往朝鲜进行侦察。

这个名为“飞机关注”的网站说，追踪到一架
美国海军EP-3E“白羊座Ⅱ”电子侦察机出现在
韩国大约7600米上空。不过，报道没有说明事
发具体时间。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29日说，朝鲜当天早晨向
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两枚发射体，韩方推测发
射体为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于本月2日、9
日和21日分别探测到朝方发射活动。

“飞机关注”网站先前多次监测到美军侦察
机飞越韩国上空。韩联社报道，美军侦察机经常
从韩国或日本起飞，前往朝鲜边境执行监视任
务，但是近来出现在韩国首都首尔及周边区域上
空的次数明显增多。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3月30日，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在发布会
上。当日，东京奥组委在日本东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迫推迟的2020
东京奥运会将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
举行。 新华社/共同社

东京奥运会确认开幕时间：
2021年7月23日

特朗普

3月29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总统特朗普在记者
会上讲话。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