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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定安县黄竹镇中心幼儿园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脑票，
票号：0503122254、0503124436、
0503124903、 050312492X、
0503124938、 0503124497、
0503124954 － 0503124970、
05082259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振邦矿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和营业执照正、副本，信用代
码:914600007300496315，声 明
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遗失声明

万宁市东澳镇中心幼儿园遗失一
本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0445414709)，声明作废。
▲陈永多遗失座落于新州镇中山
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儋国用
（新州）字第7322号，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公章、法人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馨乐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
道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1303303，账号：
2201028609026401237，声明作
废。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
道支行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6410000139503，账号：
2201028609026404865，声明作
废。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
道支行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6410001119601账号：
2201028629200013788，声明作
废。
▲儋州中佳园农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泓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昌支行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高隆路32号（八一.益园）4号住宅
楼1单元403房的不动产登记证
明，证号：琼（2017）文昌市不动产
证明第0007151号，特此声明。

▲张宇、赵敏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
城镇高隆路32号（八一.益园）4号
住宅楼1单元403房的不动产登记
证明，证号：琼（2017）文昌市不动
产证明第0007150号，特此声明。
▲海南美林美银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迎宾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20002908801，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亿佳电器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文昌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
可 证, 证 号:（ 临 ）建 字 第
469005201400038号,特此声明。
▲文昌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
可 证, 证 号:（ 临 ）建 字 第
469005201400038号对应的报建
方案文本，特此声明。
▲保亭新政明日百香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林道江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铺前
镇地太村民委员会孟圮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10810号,特此声明。
▲琼海市潭门镇社昌村民委员会
三房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谢玉英遗失座落于海口市博爱
南路3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国用（2015）第001191
号,声明作废。
▲清澜海事局不慎遗失空白中央
非 税 收 入 统 一 票 据 ，票 号:
1420396106，特些声明作废。
▲潘家本不慎遗失坐落于翁田镇
新村村民委员会宝榜东村集体土
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
（2010）第049496号，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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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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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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省 救 101，男 ，约 23
岁，户籍不详，因呼吸
衰竭于4月27日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请
有关单位和亲友见报

30天内与我站联系处理善后事
宜。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处理。联
系方式:68662378。

海南省救助管理站
2020年4月28日

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出租国兴商圈写字楼
海航豪庭南苑一区一号楼6楼一

整层（建筑面积）共980m2，分四个

单元，273m2 和 217m2 各两个单

元。联系人:戴先生1530677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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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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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海南帝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
未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

声明人：郑建平
2020年4月28日

声明
海南达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
未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工会
章、法人公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

声明人：许崇高、郑建平
2020年4月28日

声明
海南积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
未遗失公章、财务章、工会章各一
枚。
特此声明

声明人：许崇高
2020年4月28日

注销公告
海南新华社战地记者服务中心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34069670803F）拟向海南
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声明
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大道世茂怒
放海一区所有业主：

我司与业主签订的《商品房预
售买卖合同》中，未明确小区地下
车库及各楼栋地下室归属，现我司
声明如下：世茂怒放海一区一期小
区人防及非人防地下车库均属于
公共配套设施，为全体业主所有，
别墅地下室归本楼栋地上业主所
有，特此声明。

文昌世茂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天竺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0年5月12
日10:00在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1、海口市三门坡镇三门街一幢建
筑面积为392.08m2的房产及所占
的111.87m2土地使用权，起拍价
250万，竞买保证金：20万；2、海口
海航城 18 栋 06 号铺面，建面
49.49m2，起拍价 60万，保证金5
万；3.海口海航城16栋08号铺面，
建面56.66m2，起拍价70万，保证
金5万。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
续、保证金截止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拍卖前止。地址：海口国贸国安
大 厦 1803 电 话 ：66775834
13389853827

减资公告
海南弘鑫运输发展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 91460000MA5T80AJ55 经

公司股东会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壹仟

万元人民币整减少至壹佰万元人

民币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迁址公告
本院自2020年5月6日（周三）起

搬迁至新址办公，届时立案和庭审

等仲裁活动一并调整至新办公地

点进行，原址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

路25号自2020年4月30日起停

止办公。因搬迁给各位仲裁参与

人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新办公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

69号艺苑大厦第10层。

邮政编码：570203

业务咨询电话：0898-65229353

立案受理电话：0898-65200920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0年4月28日

公司股权转让声明
海南企协投资有限公司将依法进

行股权转让，自登报之日起3日

内各债权债务人尽快向我司追缴，

如逾期追缴我司将不予承认。特

此声明！电话:13612152332。

海南企协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7日

▲昌江乌烈华攀货运车琼D53235
车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69031600084170，
声明作废。
▲张玲不慎遗失琼海华悦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融创金成博鳌金湾
四期-半海一期19#2-102号房购
房 认 购 书 红 联 一 张 ，编 号 ：
0001766，声明做废。
▲金启萍遗失琼C5B238道路运
输证，证号：469023100234，声明
作废。
▲金启萍遗失琼C5B981道路运
输证，证号：469023060846，声明
作废。
▲海南鼎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证 号 ：
J6410019950701，声明作废。
▲谭元才遗失货物、旅客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308137013，流水号:
4600054196，声明作废。
▲海南鸿瑞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前
法人邹晓云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市旭阳食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铭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彭思源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K35装修押
金 收 据 客 户 联 一 张 ，编 号:
6064693，金额:1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洋浦联胜船务有限公司遗失合
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腾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因G9811海三高速公路琼乐段进行光缆敷设施工的需要，为确

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

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20年5月6日至2020年6月25日。

二、管制路段：G9811海三高速公路K202+380至K243+211段右幅

（琼中往乐东方向）。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

全，对管制路段采取滚动式封闭作业路段（300米）第一车道的管制

措施，车辆从第二车道、应急车道通行。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

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

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0年4月21日

关于G9811海三高速K202+380至K24
3+211段光缆敷设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海南佳源土地矿产资源拍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6760818758，经股东决定终止营业、注销，现已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罗盛为等人组成，请有关债权

人于见报之日起60天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我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期不报视为放弃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5236159

联 系 人：林清

地 址：海南省规划展览馆3楼308室

海南佳源土地矿产资源拍卖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4月28日

公司清算公告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4月29日

00:00—06：00对中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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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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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将影

响华为ITV客户观看点播、回看的节目，直播不受影响，时

间约为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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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关注全球抗疫

确诊病例超3万 世卫组织已警告：可能成为下一个“震中”

新冠疫情“非洲保卫战”须提前打响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6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非洲地区新冠

累计确诊病例数为31023例，累计死亡1390例，累计治愈9328例。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已警告，拥有13亿人口且集中最多发展中国家的非

洲大陆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下一个“震中”。
疫情“至暗时刻”正在逼近这片大陆。对检测能力不足、卫生系统脆弱、

物质资源匮乏且面临蝗灾、疟疾等威胁的非洲而言，如果防控阵线失守，疫情
将引发系统性经济、社会、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非洲保卫战”必须提前打
响，国际社会尤要给予全力支持。

由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普遍脆
弱，病毒检测能力严重不足，非洲目
前确诊新冠病例数字可能远远低于
实际数字。为较为准确评估新冠疫
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计划于
近日开始，在一个月内进行100万
次病毒检测，在4个月内进行1000
万次病毒检测。

但是，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
教授埃瓦里斯图斯·伊兰度看来，
非洲脆弱的卫生系统难以为疫情

防控乃至后续病患救治提供足够
支撑。换言之，即便显著提升病
毒检测能力，实现百万级以上规
模检测，对贫困且资源匮乏的非
洲而言，疫情防治无疑还是极其
艰巨的任务。

世卫组织在4月上旬出台的一
份报告中指出，43个非洲国家可用
于治疗新冠疫情的重症监护病房床
位不足5000张，这意味着每百万人
仅拥有约5张床位——而在欧洲，

每百万人拥有4000张重症监护病
床。此外，41个非洲国家报告的呼
吸机总量不足2000台。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4月中
旬发布报告警告，鉴于非洲国家卫
生系统“普遍脆弱且资金不足”，如
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在
非洲，最坏情况下，新冠病毒或导致
12亿人感染、330万人死亡；而最好
情况下，病毒也将导致1.22亿人感
染、30万人死亡。

在这份题为《COVID-19：保
护非洲的生命和经济》的报告中，联
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还警告，如果
疫情持续蔓延，非洲经济增长率将
由3.2%至少降至1.8%，令近2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世界银行也警
告，受疫情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将
陷入“25年来的首次衰退”。

正如世界银行在非洲经济评
估报告中所说：“在一个已经在努
力应对干旱、蝗虫入侵、冲突和暴

力的大陆，这种流行病还将加剧
粮食短缺。”按照世界银行非洲首
席经济学家阿尔贝·佐法克的说
法，这次疫情不仅仅是一场卫生
危机，还将伴随着一场经济危机
和粮食危机。

新冠疫情期间，东非多国还在
遭受今年第二轮蝗虫灾害。而对那
些至今仍未从前些年埃博拉病毒肆
虐中恢复元气的非洲国家而言，除
了新冠疫情，还要面对疟疾、艾滋病

等重大疾病威胁。……这些威胁交
织，令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承受
巨大压力。

国际社会对非洲疫情“灾难化”
前景给予日益严重关切。在肯尼亚
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看
来，如果疫情防控不力，在经济持续
衰退背景下，承受多重威胁重压的
非洲恐将爆发系统性经济、社会、安
全和人道主义危机，近年来取得的
发展成就化为乌有。

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
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
只有团结协作、形成合力，才能战
而胜之。

非洲国家无力应对新冠疫情，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在资金、技术、物
资、设备等方面施以援手，增强疫情
应对能力。

中国在自身面临抗疫压力情况
下，紧急驰援非洲国家，提供紧缺抗
疫物资，派遣医疗专家，分享抗疫经
验。4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向世
卫组织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
用于疫情防控、支持发展中国家卫
生体系建设等工作。“在全球抗击疫

情的关键时刻，支持世卫组织就是
捍卫多边主义的理念和原则，维护
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7
日表示，新冠疫情不只是健康危
机，更是一场人类危机，疫情不
只是病毒大流行，也带来失业和
人道主义危机大流行。“面对新
冠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
际社会能否与非洲一起动员起
来，将是对全球团结最为重要的
考验。”

（新华社内罗毕 4月 26 日电
记者白林 王小鹏）

既有系统难抵疫情来袭

多重挑战加剧疫情危机

保卫非洲急需国际支持

意大利将从5月4日
开始逐步复工

据新华社罗马4月26日电 意大利总理孔特26
日表示，意大利将从5月4日开始逐步复工。

孔特当天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从5月4日起，意
大利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业将恢复工作；从5月18
日起，零售业、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将恢复运营；从6
月1日起，酒吧、餐厅、理发店和美容院将重新营业。
他说，所有工作场所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规定。

孔特宣布，从5月4日起，允许亲属间探访，但须
佩戴口罩；公园将重新开放；允许举行葬礼，但参加人
数不得超过15人，且须保持社交距离等。

孔特警告说，在抗疫与恢复经济同时进行的第
二阶段，保持至少1米的人际距离至关重要，否则疫
情可能反弹甚至失控，死亡人数将增加，经济损失也
将无法挽回。

据新华社首尔4月27日电（记者陆睿 耿学
鹏）在韩朝两国领导人举行板门店会晤并签署《板门
店宣言》两周年之际，韩国总统文在寅27日呼吁韩
朝两国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积
极展开交流合作。

“新冠疫情危机为韩朝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这
是目前最紧迫、最切实的合作课题。韩朝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韩朝生命共同体将成为迈向（半岛）和平
共同体的基础。”文在寅说。

2018年4月27日，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首次会晤并
签署《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

《板门店宣言》签署两周年
文在寅呼吁韩朝合作应对疫情

英国卫生部26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英国
累计死亡病例升至20319例。图为在伦敦，一对情侣
从一幅画有戴口罩医护人员的壁画前走过。新华社发

英国新冠死亡病例超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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