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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龙楠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土
地使用证，土地证号：陵国用（英）
第14302号，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份，票
号为：0519095713，0519095721，
声明作废。
▲海南金色阳光酒业有限公司遗
失1号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金狮锅炉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公告

经档案整理发现，许振民与公司无

任何劳动和人事档案存管关续，但

一直在我司代缴社保，此做法违反

了公司相关人事管理规定。经公

司领导班子会议决定，从2020年5

月份起停止为其代缴社会保险。

海口市航运公司

2020年3月31日

声明
我公司儋州水岸名都三期7-1007

房，原购买人：张用明、身份证号：

460007****0095，已办理完所有

退房手续。注销事宜由我司负责

办理，该房屋后续若有任何问题，

由我司全权负责。

儋州易鸿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海南立世实业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曾祥鹏茶饭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1283907，声明作废。

▲曲迪遗失座落于海口市美兰区

碧海大道39号南方明珠海晨园6

号楼 3- 101 房房产证，证号：

HKYL361120，声明作废。

▲海口健丰达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3200702，声明作废。

▲海南澄迈海然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声明作废。

▲杨新军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英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A03区

D12—401号房的房权证，证号：陵

房权证陵水字第20122544号,声

明作废。

公告
海南海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钱晓波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50号），并定于2020年
5月21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83032）领取应诉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劳动仲裁申请书等，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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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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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飞建设位置于万宁市万城

镇新庄村委会第4小组的海南省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

镇乡字第(2019)0324 号，声明作

废。

▲昌江石碌古榕峰运输部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1MA5T271M9Y声明作

废。

▲三亚佳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凤凰支行，

账号：21768001040002917，核准

号：J6420003386602，声明作废。

▲海南众昊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吴志文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4123019750624041X，流水号：

4600055701，声明作废。

▲廖阳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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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初级，证号：琼
A042017000037，声明作废。
▲郭彦宏于2020年3月26日遗失
人民警察证，证号：013281，声明
作废。
▲三亚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不慎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二本，分别为：
编 号 6410- 00033568，核 准 号
Z6420000082001；编 号 6410-
00306775，核准号J6420000396403，
现声明作废。
▲王秋遗失海南省第四卫生学校
（海南众智福山精神病医院）护士
证，护士证号：201946001835，声
明作废。
▲万宁兴隆亚洲风情园有限公司
于2019年11月27日不慎遗失财
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关于取消委托权声明
经公司研究，决定取消羊河长、羊

基运、羊全强、羊壮高、羊才光、羊

基有等人对本公司位于洋浦经济

开发区三都区三都大道北侧空地

的委托权。特此声明

儋州平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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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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83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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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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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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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刘运生、男、汉族，

出生于1953年10

月8日，住址：海南

省东方市三家镇

岭 村 五 队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719531008723X，现健在，

特此声明。

2020年4月1日

更正声明
何贵生于2020年3月18日登报的
遗失房产证声明作废一事，证号：
乐 东 县 房 权 证 乐 字 第
SPF201605171 号，现原证已找
回，该证继续使用，特此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99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
琼民终31号民事调解书及权利人申请，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广东中煤地瑞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海南陆邦天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信伟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3月7日诉讼保全查
封了被执行人海南信伟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澄迈后海温
泉小镇 G11 住宅楼 802、803、902、1002、1102、1103、1105、
1302、1303、13A01、13A02、13A03、1602 号计13套房产。现本
院拟依法处置上述涉案房产，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
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
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已于2020年4月

2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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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日

项目清算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本公司决定对承接的海口泰丰西海岸度假村产权式酒店项

目工程（含装修装饰工程）进行债权债务清理。请涉及上述工程
的分包工程承包人、供应商、资金出借人、担保权人等各类债权
人，于2020年5月31日前向本公司申报有关债权并提交债权人
的主体资格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文件。逾期未申报、漏报的
债权视为主动、无条件放弃相应权利，一切不利法律后果由其单
位/个人承担。本次申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
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申报方式：现场书面申
报。地址：海口市银湖路2号都市森林小区云杉轩9-1B房。申
报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3:00--5:00。联系
人：宋小姐。电话：0898--66517691 特此公告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分公司

2020年4月2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执恢7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旭力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

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作
出(2000)海中法执字第26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了被执行
人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持有的海南宏业毛纺有限公司
65. 33% (出资额2600万元)的股权。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
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
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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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3月31日公布预测数字显示，美国的新冠
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在近期将快速上升。即使在现有干预措施下，美国最终死
亡人数可能在10万至24万之间。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采取更严格防控措
施，死亡人数会更少。外媒注意到，从防控应对措施到总统特朗普的表态，美
国各界正以更加清醒的认知，发力应对这次疫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3月31日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数超过18万例，死亡3873例，其中纽
约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美国单
日新增死亡病例超过800例，创下疫情暴
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根据白宫记者会上公布的疫情预测
模型，如果联邦及地方政府不采取现有措
施，这场疫情在美国可能导致150万至
220万人死亡；实施“居家令”等防疫措施
后，死亡病例数量曲线有所缓和，将在4月
15日达到单日死亡人数高峰（2214人）。

模型显示，美国新冠肺炎最终死亡人

数可能在10万至24万之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美国

政府层面就疫情可能导致的死亡人数作
出首次正式评估。

特朗普31日在记者会上敦促民众遵
守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指令，警告今
后两个星期将会“非常痛苦”，“希望美国
人为即将来临的艰难日子做好准备”。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说，
干预措施正在奏效。有数据显示，如果没
有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纽约、西雅
图等城市的感染数据可能更高。

一些美国卫生专家担忧，纽约等大城
市成为重灾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
张作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白
宫方面公布的这个预测范围合理，但因为
美国政府抗击疫情指导方针有效期又延
长30天、至4月底，加上不少州实施“居家
令”，估计病例高峰会延后到来，可以让医
疗系统有时间准备，不至于崩溃。

不少媒体注意到，迅速上升的确诊和
死亡人数让美国各界切实认识到疫情的
严重性，开始发力抗疫。

联邦政府层面，总统特朗普的措辞变化
最受关注。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报道，特朗普带着严肃表情出席这次记
者会，不再像先前一样质疑疫情严重程度，而
是强调这次疫情“不是流感”，更具危害性。

美国政府针对是否建议民众戴口罩
的态度也有改变迹象。福奇31日表示，白
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正与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磋商，重新评估是否参照其
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在不挤占医疗机构资
源的前提下建议民众戴口罩。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已开辟“空中绿
色通道”，方便海外医疗设备制造商及时将
物资运送到美国。本周开始，N95医用口
罩等专业医疗物资将更多、更快抵达美国。

在地方政府层面，已有超过20个州出
台“居家令”等防疫举措，一些地方甚至采
取强制措施确保民众遵守指令。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统计显示，截至3月31日，
美国州、县、市等各级政府出台的“居家
令”已覆盖2.62亿民众，占美国人口的逾
80%。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率先援
引舰长布雷特·克罗泽一封长达
4页的信件做报道。路透社3月
31日就信件内容获得美方官员
证实属实。

克罗泽在信中说，随着越来
越多船员检测病毒呈阳性，舰上
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他说，舰
上缺乏足够的隔离空间和设施，
当前采取的策略可以减缓，但不
能阻断病毒在舰上的传播。

按美国海军的说法，“罗斯
福”号载员5000人，3月24日首
次曝出3名水兵感染病毒，航母
稍后停靠关岛。

在那封标注日期3月30日

的信中，克罗泽呼吁海军高层采
取“果断行动”，让4000多名船员
下舰隔离。“我们不在战时，水兵
们无需赴死，如果现在不行动，将
无法妥善照看我们最看重的资产
——我们的水兵。”

路透社援引多名海军官员的
话报道，多艘美军舰艇上的水兵
病毒检测呈阳性，包括停靠圣迭
戈港口的一艘水陆两栖攻击舰。

美国五角大楼3月30日发
布声明，确认军中第一例新冠病
毒感染死亡病例。国防部数据显
示，截至3月31日，美军确认673
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比上一日
新增100多例。

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告
诉路透社记者，“罗斯福”号航母
逾70人确认感染，而这一数字随
着所有船员的检测结果陆续发布
可能上升。美国海军拒绝确认

“罗斯福”号具体的感染人数。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3月3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撤
离航母船员时候未到，而他还没
有细读舰长的信。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
阿奎利诺告诉媒体记者，军方的
计划是安排舰上船员轮流离舰，
离舰人员上岸接受病毒检测和隔
离，舰上同时完成清洁消毒，稍后

再安排他们返回舰上，轮换下一
批人员离舰。

阿奎利诺说，一部分水兵将
在舰上接受隔离。被媒体问及，
他是否已经按照舰长的意图行
事，只是跟不上节奏？这名海军
上将回答：“绝对如此。”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
莫德利说，他3月31号早晨听说
信件一事，海军过去数日在关岛
一直忙着运送水兵离舰，但是关
岛基地没有足够床位，海军方面
正与当地政府协商，希望征用酒
店和搭建帐篷，解决容留难题。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4月1日，在日本东京浅草区，穿着传统
服装的人们走在空旷的街道。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统计，截
至当地时间4月1日10时30分（北京时间9
时30分），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
日同期新增234例，累计达2233例；单日新
增病例数为有疫情以来最高。 新华社/美联

日本单日新增病例数超200
为有疫情以来最高

俄罗斯派遣军机
向美国运送抗疫援助物资

新华社莫斯科4月1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1
日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俄已派遣一架军用飞机
将防控新冠疫情医疗援助物资送往美国。

俄国防部表示，负责执行此次任务的飞机
为安-124-100型运输机，运载的医疗物资包
括医用口罩和医疗设备等。

英国科学家发现

嗅觉和味觉丧失
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英国科学家借助一款症状追踪应用程序收
集的数据发现，嗅觉和味觉失灵可能是判断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最佳方法。

路透社1日报道，这款应用程序可以帮助
监测新冠肺炎疫情。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后发
现，近6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丧失嗅觉和味觉。

英国卫生部3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
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5150例，较前一天增
加 3009 例，累计死亡病例增至 1789 例。

陆爱华（新华社微特稿）

“罗斯福”号航母舰长
写“求救信”

若不采取有力措施
可能导致150万至220万人死亡

已开辟“空中绿色通道”
超过20个州实施“居家令”

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舰长向海军高
层致信，直言军方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阻断新型冠状病毒
在舰上传播，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模型预测

严阵以待

信件曝光 呼吁让4000多名船员下舰隔离

轮流离舰 逾70人感染，确诊数可能上升

3月31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工作人员查看运送到一家医院的病床。 新华社/路透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
和卫生部长遭解职

新华社比什凯克4月1日电 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热恩别科夫4月1日签署总统令，解除主管
国家科教文卫事务的副总理奥穆尔别科娃和卫
生部长乔尔蓬巴耶夫职务。总统令并未说明他
们遭解职的具体原因。

据总统新闻局通报，热恩别科夫3月31日
主持召开国家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加强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和确保粮食安全的相关措施。热
恩别科夫会后建议对在防控疫情方面工作不力
的官员“采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