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果
几
何

国际观察

■■■■■ ■■■■■ ■■■■■

关注全球抗疫

世界新闻 2020年4月25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A08 综合

供 求

遗失声明
原临高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遗
失40份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 ，票 号 如 下 ：0397116765-
0397116781,039711687X-3971
16896,0397117004,397117071,
039711716X,0397117266-3971
17506,0397117522,397117565,
0397117725,0397117776,39711
7979,0397118007。
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遗失声明

三亚益万家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康通环境咨询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1002011851，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60100774279164及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声明
作废。
▲陵水县英州镇海丰水泥制品厂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安云、王道尚不慎遗失坐落于陵
水县英州镇土福湾海南福湾国际
滨海度假社区北区G6-2号房的
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40848号，声明作废。
▲陵水望农丰农资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
460034062336677，声明作废。
▲海南的乐园林绿化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省招标投标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60000780733896K）
遗失财务章壹枚，声明作废。
▲刘晨光遗失士官证，证号：
2007405996X，现声明作废。
▲ 邵 水 平 （ 身 份 证 号
430724198001201652）遗失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执业范围：痕迹鉴
定（车辆轮迹、痕迹鉴定，机动车车
牌 号 码 显 现），证 件 编 号 ：
4602180600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链果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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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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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玉红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221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806、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46、金
额:175328元）,现声明作废。
▲单乃龙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213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800、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49、金
额:165579元）,现声明作废。
▲宋文生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115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783、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48、金
额:164293元）,现声明作废。
▲周悦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B1
栋1419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原
件（编号：DZ：0006704、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106、金
额:164783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大湖桥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4600162320，发票
号码：04445881，现声明作废。
▲定安壹号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香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执361号
(2019)琼01执362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孔祥勇、
罗渊略与被执行人陈柏祥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
将冻结的被执行人陈柏祥持有的海
南新快线运输有限公司99%的股
权进行现值评估。对上述法院待处
置的财产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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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特此
公告。 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联 系 人: 钟 小 兰 联 系 电 话:
0898-66756392

▲海南联创共赢跑腿物流配送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顾玉芬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318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823、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03、金
额:176646元）,现声明作废。
▲梁荣家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317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822、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04、金
额:176646元）,现声明作废。
▲顾小双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223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808、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01、金
额:175328元）,现声明作废。
▲李春星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222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807、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50、金
额:175328元）,现声明作废。
▲文小科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四更镇英显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12408号，
声明作废。

▲吴元志（身份证4600311969041
05639）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证号:469026104206050028J，
特此声明。
▲乐东万冲领航汽车配件店不慎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33MA5RD
kG40W，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欢乐堡幼儿园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031172657，声明作
废。
▲苏峰遗失海南美都投资有限公
司开具的1FD002-5-(商家铺面)
change 合 同 保 证 金 ，编 号 ：
0020885，金额：108000 元，声明
作废。
▲陈瑾辉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200246110460024197
704307210，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王长林小吃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8MA5RE3XK9M，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林娇老北京炸酱面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60108MA5R3UY46，
声明作废。
▲顾小琳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栋2319号房的2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6824、金额:
10000元；编号：DZ：0007302、金
额:176646元）,现声明作废。

▲本人丘凤梅遗失海南东方明珠
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
收 据 号 ：HN0012177，金 额
44276，声明作废。
▲周洁不慎遗失长影环球100老
艺术家创作中心B区3号楼15层
1503房的商品房认购书1张，编
号：0001761，特此声明。
▲河南龙骏家园酒店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海南三林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收据一张，编号：
1107501，金额：10000元整，声明
作废。
▲儋州那大讯驰通讯店遗失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开
具的押金收据，金额5000元整，声
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乒乓球协
会不慎遗失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M4046902902282010B，声
明作废。
▲儋州市大成镇公司村民委员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5062701，声明作废。
▲洪武汉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
号：141460100000779，声明作废。
▲文昌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不慎遗
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一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75428469280X，特此声明
作废。
▲符义川遗失琼D52319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46902600006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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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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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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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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公告
屯昌县水产发展总公司目前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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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公司电话：67811168 特此公告

屯昌县水产发展总公司

2020年4月25日

橡胶整体外包公告
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拟对

所属橡胶整体外包经营，诚邀省内

各公司、单位参加竞标响应：

一、标的：68908株可割胶橡胶树。

二、位置：公司所属位于昌江黎族

自治县石碌镇和十月田镇境内各

橡胶种植园地。

三、竞标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法人经营范围必须农业生产

等相关范围。

四、竞标报名时间：2020年4月25

日至4月30日。

五、报名地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

治县海南海钢农旅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室。

联系人：孔女士

电话：13637506068

广告·热线：66810888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0年4月25日
至2020年5月25日止。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
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对本公示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
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
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
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申请。四、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

道61号盛达商务广场7层709、710房；海南恒生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2、联系人：周先生 云先生；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111995159。五、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

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
资源部第21号令）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
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
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5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文土告字〔2020〕13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协议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19)-11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锦山镇潮滩湾片区范围内

面积（m2）
200（折合0.3亩）

土地用途
通信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0.3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0%

建筑限高
≤3米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0年4月25日
至2020年5月25日止。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
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对本公示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
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
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
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申请。四、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

道61号盛达商务广场7层709、710房；海南恒生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2、联系人：周先生 云先生；3、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13111995159。五、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
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
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
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5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文土告字〔2020〕12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协议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19)-3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锦山镇潮滩湾片区范围内

面积（m2）
3666.23（折合5.499亩）

土地用途
通信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45%

绿化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05分 印完：5时3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同意设万亿欧元抗疫“恢复基金”

欧盟领导人“云聚首”难解重振经济“烧脑题”

扬言美国可能永远不会恢复资助世卫组织

美国务卿蓬佩奥威胁组建世卫替代组织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

佩奥23日声称，因新冠疫
情流行状况，有必要彻查
世界卫生组织，扬言美国
可能永远不会恢复资助世
卫组织，甚至不排除组建
替代机构。

针对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及蓬佩奥等美
国政府官员对世卫组织的
攻击，一些美国议员和专
家指出，他们无非是在掩
盖自身应对疫情的失误。

蓬佩奥22日晚间接受福克斯新
闻频道采访时，在回答是否要求改变
世卫组织领导层时，他回应：“比这更
多，美国有可能永远不再资助，不让
美国纳税人的钱流向世卫组织。”

在23日一次广播采访中，蓬佩
奥被问及是否由其他机构取代世卫
组织，他回答：“我们确实正在考虑这
个问题……如果这个机构不能实现

预期目标，我们将与全球其他伙伴合
作，推出一个架构、形式、管理模式，
实现预期目标。”

特朗普先前以世卫组织应对疫
情不力为由宣布暂停对这一联合国
机构的资助，引起国内外广泛反对。

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22日称，
美国正在评估世卫组织的运转，意图
寻找替代这一机构以外的合作伙伴。

路透社报道，美国曾为世卫组织
第一大捐资国。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教授詹
姆斯·卡恩说，美国的公共卫生准备
工作长期存在多种问题，在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方面削减支出、联邦和地方
各级医疗人员配置不足，医药、防护
装备、医疗设备战略储备不足、确认

和快速反应能力不足。
美国独立研究所和平与自由中

心主任伊万·伊兰德说，世卫组织于
1月底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而特朗普直到3
月中旬才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特朗普是把世卫组织当做自身应对
疫情延误两个月的替罪羊”。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再发威胁 掩盖错误

如何在重振经济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一直是考
验欧盟的难题。此前意大利、西班牙等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国家曾呼吁发行“欧元债券”，以缓解疫情带来的
经济压力，但德国、荷兰等经济情况较好的国家对此
相对谨慎。有分析指出，这是因为一些国家不想为债
务状况不佳的国家“背锅”，使得原本属于个别国家的
债务变成欧元区国家整体担保的“共同化”债务。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视频峰会再次暴露出了欧
盟各成员国间利益难以平衡的问题。虽然各方已经
同意建立“恢复基金”，但未来如何使用这笔基金，欧
盟内部仍然争执不下。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盟不应只是提供贷款，还
应有一定数目的捐赠拨款；意大利总理孔特也持同样观
点，他认为“恢复基金”应该尽快成立，并从今年下半年
就开始发放捐赠拨款。但德国总理默克尔主张通过贷
款方式使用基金，她说“拨款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各方的不同意见将欧盟委员会夹在中间。根据峰
会的讨论结果，欧盟委员会将继续研究如何落实使用

“恢复基金”，并于5月6日前提交“恢复基金”详细方案。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23日电 记者李骥志

王子辰 于跃）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视频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他感受到了欧盟内部为了携手取得胜利而产生的“非常
强烈的政治意愿”。米歇尔表示，这次会议取得了一系列积
极成果。

会议对此前公布的“欧盟路线图”表示欢迎。根据这一
路线图，各成员国将在取消限制性措施过程中相互协调、循
序渐进。与会领导人还签署了此前欧盟成员国财长会议提
出的总额5400亿欧元的紧急救助计划，并宣布从今年6月1
日开始执行该计划。

各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尽快建立规模足够庞大的“恢复基
金”。该基金将与欧盟2021年至2027年长期预算挂钩，帮助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和行业。

分析人士指出，“恢复基金”无疑是此次视频峰会中最引
人注目的话题。虽然该基金的具体数目尚未确定，但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笔基金规模将是“上万亿级”。为
了筹集这些资金，欧盟委员会将创新融资方式，很有可能提
议突破欧盟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原有上限。

冯德莱恩说，“恢复基金”首先要修复危机损伤，还要刺激
经济，增强韧性，引导各国经济向绿色和数字化方向转型。要
完成这一系列艰巨任务，只有一个工具最合适，那就是欧盟预
算，“恢复基金”要与欧盟预算放在一起统筹规划才行。

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23日召开视频峰会，同意设立大规模“恢复基金”以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
影响，但各方就这一基金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方法等实施细则未达成共识。分析人士指出，在欧洲多国疫情
连日来继续趋于缓和的背景下，重振经济成为此次欧盟领导人“云聚首”的主要讨论议题。但各国受疫情影
响程度不一，如何在经济重振方案中平衡各方利益，是欧盟不得不面对的一道“烧脑题”。

这是4月23日在日本长崎拍摄的“歌诗达
大西洋”号邮轮。据报道，停泊在日本长崎的意
大利船籍邮轮“歌诗达大西洋”号又有43名船员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病例数已增至91
例，被计入日本确诊病例数中。 新华社/美联

“歌诗达大西洋”号邮轮
再增43例新冠确诊病例

澳大利亚总理说
将放松防疫措施
同时准备应对疫情复发

据新华社堪培拉4月24日电（记者岳东兴）澳
大利亚总理莫里森24日说，随着新冠疫情中单日
确诊病例增幅持续下降，澳政府有信心逐步放松一
些防疫措施，但同时要做好应对疫情复发的准备。

莫里森说，为了应对复工复产后可能出现的
疫情复发，澳政府已通过有关场所安全工作的原
则，即将在各州、地区落实。主要内容包括：随着防
疫措施逐渐放松，企业、员工和其他责任人必须严
格遵守卫生部门建议，确保工作场所能够满足保持
社交距离、落实卫生措施等方面的要求；在工作场
所出现确诊病例后，必须立即作出有效反应等。

美国会通过4840亿美元
援助法案应对疫情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3日电（记者高攀
许缘）美国国会众议院23日投票通过一项总额
约484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以增加对小企业贷
款项目、医院和新冠病毒检测机构的拨款。该
法案将交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

众议院当天以38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
果通过了这项法案，此前参议院已于21日口头
表决通过。这是过去两个月来特朗普政府与国
会两党议员商议达成的第四项与新冠疫情相关
的支出法案。

难
掩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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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盟视频峰会后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