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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抗疫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010356242306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退役军人安置办公

室遗失建账登记合格证一本，登记

证号：460102000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遗

失统一社会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1460103MB19754242，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变更公告

海口天使幼儿园，联系人：马梦瑶，
电话：13111986123，地址：海口市
金龙路77号怡和花园7栋，邮箱：
284747096@qq.com。
学校拟变更举办者：徐平、校长：徐
平、法人代表：徐平。
清算原因：举办者变更，清算时间：
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6月31
日，清算组成员：马梦瑶、彭金来、
卢海岸、陈彩云、桂娟娟、李俊燕、
张苗。

减资公告
海南嘉丰商融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742593087H）
经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
由1000万人民币减至50万人民
币。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公告
海南山水一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周雪琴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19〕第634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0〕第251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2日

声明
因海口市琼山区教师佳园第一届
业主委员会公章出现任何法律问
题，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与本人无
关，不予认可。声明人：刘淳媛
▲名匠装饰遗失一张富力湾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
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押金条
(A106- 2 许立群)金额人民币
10000元整。装修押金（装修单位
交）编号：5932305，声明作废。
▲林东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教镇
建联村民委员会建联四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62954号,特此声明。
▲林明远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教
镇建联村民委员会建联四村的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文 集 用
（2011）第062955号,特此声明。
▲林寿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教镇
建联村民委员会建联四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62956号,特此声明。
▲海南达利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国珲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海口市美兰区建筑起重机
械产权备案登记管理手册，编号：
琼A（ML）-S-Ⅱ-0073，声明作
废。
▲张贤娣遗失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二张，票
据 编 号 ： 0008709249、
0008709250，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苏渝记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236617，声明作废。

声明
现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金盘路15号
南宝花园别墅区公司楼1号别墅
(原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政府驻海口
办事处)不动产权证(房产证)，不动
产权证号：HJ001762,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权
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2020〕732号
王小转向我局申请补发不动产权
证书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秀
英区西秀镇博养村委会博养村，面
积为26.72平方米。经调查，王小
转持有的海口市集用（2011）第
038037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登
报挂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土地
证，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
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
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秀英分局提
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
依法给王小转补发上述宗地的不
动产权证书。特此通告。

2020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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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经海南丰润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联系人：陈华萍
联系电话：18689769083

▲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站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原
件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468872428507996K，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金路有限公司公章遗失，声
明作废。
▲海口万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0987059802，声
明作废。
▲海口万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一枚遗失，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工会委
员会遗失法人证书，工法字第
2118000214号，声明作废。
▲万红爱不慎遗失海南儋州恒大
金碧天下189栋102房房款收据，
编号:NO1811596，现声明作废。
▲胡瑞锋遗失土地使用权证一本，
证号：定安雷鸣镇集用（2011）第
03253号，声明作废。
▲张定聪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90030020012094102，声明作废。
▲万宁市第二中学不慎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060013735，声明作废。
▲白沙七坊梁春玲服装摊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30600010727,现特此声明
作废。
▲珠海海通电力设计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47GB5Q，声 明
作废。

员工离职体检通知
吴祥炳，秦培，王艳，陈少紫，陈敏，
蔡曼强，符气丰，陆以杰，王光河，
吴川彪，林菲，王业成，徐桂南，谢
明，您在离岗前未按照规定参加离
岗职业健康检查，请您自本通知之
日起一星期内尽快到海南乐康体
检中心(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
大道61号华夏银行3楼)参加离岗
职业健康体检，职业健康检查费用
由我公司承担。特此通知。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石油分公司

2020年4月3日

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的通知
君汇（海南）投资有限公司、黄平
你们应于我方登报5日内向我方

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200万元，

并以42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

7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支付至实际付

款日利息，若登报5日内仍不能支

付4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

则在该第5日期满后，你方应加倍

支付利息，我方将在收到上述款项

后，立即办理股权过户事宜，我方

保留针对你方未履行生效判决义

务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

登报人：郑玉涛 李泽林

公告(2020)琼01执51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

南仲裁委员会(2018) 海仲字第

1159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

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林洪川与被

执行人海南达津国际经济贸易合

作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

请执行人林洪川申请将位于海口

市龙昆北路2号第九栋之四502

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6441)办理

产权过户登记至林洪川名下。现本

院拟将上述财产裁定过户至申请

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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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日

减资公告
福悦来(海南)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997919

07G)，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佰

零捌万元减少至人民币壹万元，原

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君和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95499915J，经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金人民

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

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海南君和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减资公告
海南兴瑞投资有限公司（代码:

91460000MA5RC39440）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陆亿

捌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联系人:谢永兰15607617218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15 年 01 月 14 日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牙叉镇莫妈村路口
被捡拾，当时女婴出

生约2天。 女婴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
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
置。联系电话：0898-27715066

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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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马卓言）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日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交部要求
280多个驻外使领馆把做好海外留学
人员工作作为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全力维护好海外留学人员的安全和健
康。目前正在向中国留学人员比较集
中的国家调配50万份“健康包”，包括
1100多万个口罩，50万份消毒用品以
及防疫指南等物资，确保“健康包”能
够及时送到留学人员手中。

马朝旭说，海外疫情暴发以来，
世界各地口罩等防疫物资十分短
缺。中方各使馆领馆通过各种渠道，
想方设法为中国留学人员筹措口罩、

消毒液、消毒湿巾等急需物资。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吕尔学

在发布会上说，首批30余万份、约
300吨“健康包”物资按计划将于4月
10日完成运输，将运往意大利、韩国、
法国、德国、美国、英国、荷兰、瑞典、
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
共12个国家46个使领馆，之后再分
发给当地留学生。

当被问及是否建议留学生回国
时，马朝旭说，据教育部门统计，海外
留学人员总人数160万人，目前尚在
国外的大约140万人。大多数留学
人员按照世卫组织和国家疾控中心
的权威建议，秉持“非必要、不旅行”

的原则选择留在当地，这有助于避免
仓促回国引发交叉感染，或者因为中
转国家的边控措施而中途受阻，也可
以避免后续对学业签证可能产生的
一系列影响。

“对于疫情严重国家，确实有困
难急需回国的留学人员，党和政府将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协助他们逐步、
有序回国。”马朝旭说，民航局有关负
责人已经表示，对需求集中、飞行目
的地有疫情防控保障能力的城市，将
视情况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
及时开通临时航班和包机。他同时
提醒有关留学人员和在海外的中国
公民密切关注中转国的入境政策，购

票以及登机前务必要和航空公司核
对好航班情况，尤其是后续航班的情
况。如遇特殊情况出现滞留，要及时
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寻求协助，或
拨打24小时畅通的领事保护电话。

据新华社伦敦4月1日电（记者
顾震球 张代蕾）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发言人4月1日对记者说，考虑到当
前英国疫情形势以及当地留学生面
临的各种困难，中国外交部协调民航
部门，将于本月2日增加临时商业航
班赴英，为确有困难的海外学子回国
提供便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新冠肺炎疫情海外多

点暴发后，外交部根据党中央决策部
署，已经要求所有驻外使领馆全面行
动起来，想尽一切办法，把党和政府
的关爱传递给海外中国留学人员。
不久前，国家曾专门安排临时航班
先后从伊朗、意大利转运确有困难
的人员有序回国。近日，由于疫情蔓
延扩散，国际客运航班量大幅调减，
一些中国留学人员中转回国途中遇
到了一些困难，中国驻埃塞俄比亚、
柬埔寨等有关国家使领馆获悉后都
第一时间积极行动，全力以赴，紧急
推动驻在国并协调国内有关部门及
时予以妥善解决，帮助受影响的海外
学子安全返回国内。

中国正向留学人员调配50万份“健康包”
我驻英使馆确认组织临时商业航班安排留学生回国

四
月
一
日
，行
人
走
在
美
国
纽
约
街
头
。

新
华
社
发

普京签署法令
处罚不遵守隔离规定者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1日电（记者吴刚）
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1日签署法令，将对不遵
守新冠肺炎疫情隔离规定的个人和相关企业法
人进行处罚。

根据这份法令，不遵守为防止新冠病毒传
播而制定的隔离规定的个人，将面临最高4万
卢布（约合509美元）的罚款，相关企业法人将
面临最高50万卢布（约合6357美元）的罚款，
严重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最多90天。

法令规定，对不遵守隔离规定造成他人感
染者，处以最高两年有期徒刑；对不遵守隔离规
定造成他人感染死亡者，处以最高5年有期徒
刑；造成两人或两人以上感染死亡者，处以最高
7年有期徒刑。法令还规定，散布疫情虚假信息
引起社会恐慌者将被处以最高3年有期徒刑。

英国男子故意对警察咳嗽
被判半年监禁

英国55岁男子亚当·刘易斯自称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故意向一名警察咳嗽，说要传染警
察，结果被判6个月监禁。

那名警察接近刘易斯并打算搜查他时遭到
反抗。他“企图反抗，还把手里拿的一瓶葡萄酒摔
在地上”，接着对警察说：“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
毒，我要对着你的脸咳嗽，让你得病”。随后，他真
的对着警察咳嗽，还威胁要咬警察，随即被捕。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受疫情冲击
澳60份报纸停印

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名下的新闻集团
4月1日宣布，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
广告收入，集团在澳大利亚的大约60份地区报
纸将停止发行纸质版。

新闻集团说，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
士兰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的报纸将停止印刷，转为
电子版。法新社报道，新闻集团这一举措反映全
球传媒行业趋势。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医疗系统过负 医用储备不足

美国抗疫
面临双重考验
美国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处置正遭遇医疗系统

过负、医用储备不足的双重考验。
美国媒体1日报道，因预估今后数周病亡人数激增，国防

部准备向联邦紧急措施署提供多达10万个军用裹尸袋，以缓
解医疗系统压力。眼下美国多州正“疯狂”竞购个人防护装
备，国土安全部负责政府采购的官员却披露，联邦政府的医用
应急战略储备已快耗尽。

美国彭博新闻社1日报道，联
邦紧急措施署经由一家中介机构向
五角大楼求购 10 万个军用裹尸
袋。两名知情人士说，国防部将调
用现有储备中的5万个裹尸袋，其
余部分则外购。

联邦紧急措施署隶属国土安全
部，负责协调联邦政府资源以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按照彭博社的说
法，同样是协助缓解地方医疗机构
因疫情遭遇的超负荷压力，国防部
筹措裹尸袋之举与部署两艘医院船
形成“严峻对比”。

上述军用裹尸袋为绿色尼龙材
质，长约2.4米，宽近1米，通常只向
战乱地区派发。知情人士说，负责
管理裹尸袋的美国国防后勤局部队

支援部门正与承包商洽谈生产事
宜，尚未下达正式订单。裹尸袋的
具体发送时间也尚未确定。

联邦紧急措施署方面解释，这
家机构正为今后可能的需求“作审
慎筹备”，包括准备应对美国多州
的“病亡紧急事态”。白宫3月31
日预估，即便继续采取严格的防控
措施，仍可能有10万至24万民众
死于新冠肺炎。纽约市和新泽西
州部分地区的停尸房已满。

美国防部正与联邦紧急措施署
“密切合作以确认他们的需求”，包
括准备即食包装食品等物资供应。
联邦紧急措施署还要求军方向纽约
市派出“一支殡葬事务支援队”，国
防部正在找寻合适人员。

在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的同
时，美国联邦医用应急战略储备也快
耗尽。两名要求不公开身份的国土
安全部官员1日告诉美国《华盛顿邮
报》，联邦政府的口罩、手套等个人防
护装备消耗迅速，已快用完。

其中一名官员说，联邦战略储备
“只为回应少数城市，绝不是为了抗
击涉及50个州的疫情大流行”。他
们认为，不少医疗机构和州政府面临
医疗物资耗尽的现实风险，“如果你
不能保护照顾大家的人，事情会变得
糟糕”。

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
护局宣布，将把联邦战略储备中的
150万只过期N95口罩发放给运输
安全管理局、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的执
法人员。而按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发布的过期口罩消毒法，这些
口罩的松紧带可能失去弹性，进而丧
失部分防护功能。

多家媒体近日接连披露美国医
疗物资市场出现的“疯狂”乱象：大
批中间商囤积货物、哄抬物价，多地
政府出高价竞购，却难以获取足够
物资。

联邦紧急措施署发言人珍妮
特·蒙泰西就此回应，联邦政府早
就预计战略储备会用完，已划拨
160多亿美元采购医疗物资。一名
政府高级别官员说，没有必要囤积
过多储备，联邦政府留存少量物
资，只是想为制造商增产争取时
间。这名官员说，联邦政府已采购
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今后数周每
天都会有货机把物资从亚洲运往
美国，3月29日一架装载80吨物资
的飞机已从中国抵美。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求购军用裹尸袋

过期口罩照样用

“罗斯福”航母近百名官兵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日电（记者刘品然
邓仙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德利1日
说，停靠关岛的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西奥多·罗
斯福”号有93名官兵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他说，目前已有近千名官兵离舰，未来数日
离舰人数将达约2700人。不会让所有官兵离
舰，舰上有弹药、舰载机及核反应堆，需要一定
数量人员确保航母安全。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阿奎利诺3月
31日对媒体说，确诊官兵中尚无人需要住院治
疗。美军设立“轮班”制，让确诊官兵离舰上岛
进行为期14天隔离，然后接受病毒检测，确保
无恙后返回舰上，替换其他官兵上岸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