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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关于处置废旧金属的公告
现有我局废旧金属一批，总重量约
为140吨，由购买方负责承担废旧
金属的运输、称重和过程等所有费
用。欢迎有意购买者持营业执照
和法人身份证前来报名，竞标当日

▲文昌冠南渔业专业合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90050563696165），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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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缴履约保证金5万元后方
可参加竞标。竞价方式：竞标当日
公布底价，明标暗投。报名起止时
间：2020年 5月 5日至5月 11日
（18：00）,竞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地址：松涛水库大坝管理区
联 系 人：冯宗仁
联系电话：13876268208
海南省水利灌区管理局松涛灌区
管理分局 2020年5月5日

▲杨阳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1栋1409号房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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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57、金
额:196000元；）,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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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处置公告
根据海南行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
有限公司对我局取消公务车辆的
评估结果，按照公务车辆处置有关
规定，现将具有残值的琼CE2163
等6辆公务车辆按照评估值采取

“明标暗投”的方式公开竞卖，出价
最高者竞得。凡有意参加竞拍者，
请于2020年5月5日至11日办理

报名手续，逾期拒绝办理。竞卖
时间：2020 年 5月 12 日上午 9:
30。地点：儋州市中兴大街松涛
三防指挥中心二楼会议室。参加
竞拍者请携带购车指标，当场每
辆车交竞买保证金壹仟元。联系
人：刘擎中，电话：13976089577。
海南省水利灌区管理局松涛灌区
管理分局 2020年5月5日

▲罗丹茹于2020年3月1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028198702110027，特 此 声
明。
▲王欣玲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1栋1409号房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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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55、金
额:10000元；）,现声明作废。

▲颜雄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书编

号 ： 199846110

46002519590529453x，声明作废。

▲梁宏安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万宁

市龙滚镇排园村委会上市村民小

组的林权证，证号: 万府林证字

2010第035674号，现声明作废。

▲卢少霞遗失海口市第二办公区

出入证，编号:HK-331-022，特

此声明。

▲麦海玲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03198803102627，特 此 声

明。

▲陈召雄、陈召平不慎遗失坐落于

文昌县清 镇上市国有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0300070，特此声

明。

氵兰

关注全球抗疫

最近，随着美国疫情加重，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的媒体曝光率也高了
起来。他频繁露面不为别的，只为抹
黑中国、构陷中国、给国际抗疫合作
拆台胡言。这不，蓬佩奥日前再次兜
售“中国起源论”，指称新冠病毒“来
自中国实验室”。

这位美国政府高官，上任以来似
乎就把“抹黑中国”作为自己日常功
课，在制造有关中国的种种谎言上，
近来更是变本加厉。

蓬佩奥满嘴胡言。“病毒来自武
汉实验室”“中国隐藏数据”“应当向
中国索赔”，种种奇谈怪论，既无证据
支撑，也无法理可依。病毒溯源是一
个严肃的科学问题，需听取专业人士
的意见，蓬佩奥质疑的证据何来？全
球许多科学家已科研论证病毒来源
于自然界，“源于实验室”乃无稽之

谈。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病毒学
专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认为，武汉
实验室意外泄露病毒的几率是“百万
分之一”，远远低于自然感染几率。
蓬佩奥编造种种抹黑中国的谣言，带
动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媒体
跟风，企图“三人成虎”，拿“假新闻”
给中国“定罪”。

蓬佩奥满嘴虚言。早在新冠病
毒在中国肆虐之时，蓬佩奥就通过多
个场合表示，美国准备出资1亿美元，
来援助中国和其他受到新冠病毒影
响的国家。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
示，“中方从未收到以美国政府名义
捐助的资金或物资”。蓬佩奥近些年
访问非洲、乌克兰等地，频频跟各国
承诺要投资、帮助当地搞建设，但最
终虚多实少，或为空头支票。南非等
国媒体评论其“夸夸其谈”，《华盛顿

邮报》等美国媒体则称其“睁着眼睛
说瞎话的功夫日渐精进”。

蓬佩奥满嘴老调。无论出访或
者参加国际会议，这位美国高官就像
输入了“诋毁中国程序”的“复读机”，
四处散播“中国威胁论”，鼓动非洲和
拉美等地区国家“提防中国”。他妄
称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污蔑中国高
科技公司是“安全威胁”。然而，这些
老调弹得再好也难以奏效。在非洲，
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抱怨因为同
中国合作而陷入债务危机，反而处处
是信任中国、坚定与中国深化合作的
声音。对于诬称中国高科技企业造
成安全威胁，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相对
客观态度，表示愿意给中国企业提供
公平竞争的环境。

随着美国疫情越发严重，蓬佩奥
更加肆无忌惮地“甩锅”和污名化中

国。然而，他编造谎言打压中国的目
的已昭然若揭，无非是为了甩掉美国
当权者们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为自
己在强硬反华表演中捞取政治利
益。总之，蓬佩奥抹黑中国的动机有
种种，但唯一缺失的是：事实与证据。

蓬佩奥以为凭着自己的高音调，
凭着西方舆论的强势地位，就能在舆论
上围剿中国，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抹黑
中国。然而，蓬佩奥完全想错了。中国
人应对本国疫情的显著成效、与各国风
雨同舟共抗疫情的诚意，为国际社会广
泛认同；中国对世界各国抗疫的真诚帮
助，任何有正义感的国家和民众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
奇、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等多国政要
真心感谢中国的援助，意大利医护人员
录制视频，一声声“感谢中国”证明，公
道自在人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蓬佩奥
的嘴，骗人的鬼。不讲事实，不顾常
识，不看共识，蓬佩奥正在成为国际
舆论场中最具代表性的破坏力量。
他的很多做法连盟友都看不下去。
无论是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兜售“武汉
病毒”，还是向世卫组织发难，他都遭
到盟友的集体抵制。

政治的偏执让蓬佩奥丧失了基本
的理性。他的谬论、谎言日益失去市
场。作为美国外交掌门人，蓬佩奥及与
其“志同道合”的美国政客们的言行，也
让美国国家信誉严重受损。人们不禁
要问，自诩为道德卫士的美国，其外交
难道已成了“谎言外交”和“抹黑外交”？

“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之一”——
这是最近美国媒体对蓬佩奥下的结
论，非常中肯、到位。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蓬佩奥的嘴，骗人的鬼

5月4日，在泰国曼谷，佩戴防护面罩的舞者在四面佛表演。
泰国政府4月30日表示，鉴于泰国单日新增病例数已得到控制，将从5月3日起，允许开在商

场外的餐馆、路边小吃摊、公园、杂货店、美容院等公共和商业场所重新开放。 新华社/法新

5月4日，人们在意大利罗马的公园里锻炼。
意大利从5月4日开始进入抗疫和恢复经济并行的第二阶段，各行业复产复工将以两周为

间隔逐渐展开，但各类学校仍将处于关闭状态。 新华社/法新

意大利：逐步“解封” 泰国：谨慎复工的传统舞者

疫情之下，“伊斯兰国”在叙伊死灰复燃
多名安全分析师和情报官员发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近期趁伊拉克抗击新冠疫情之际多次发动小股袭击。
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一座关押“伊斯兰国”成员的监狱2日发生暴动，局势3日得到控制。

伊拉克警方2日说，“伊斯兰国”武
装人员当天在伊拉克北部萨拉赫丁省
向民兵组织发动袭击，致使11人死亡。

以多名安全分析师和情报官员
为消息源，法新社4日报道，“伊斯兰
国”成员近期多次发动爆炸、枪击、迫
击炮和火箭弹袭击。

伊拉克安全专家希沙姆·哈希米
说，这种袭击的频率“已经好久没有
见过”。“伊斯兰国”成员正以人们遗
弃的村庄为集结点，伺机向城市发动
袭击，通常以基础设施和政府官员为

目标，企图制造恐慌。
一名情报官员说，“伊斯兰国”4

月在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袭击的次
数是3月的3倍，包括一起针对情报
机构、致使4人受伤的自杀式爆炸。

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一支部族
的首领阿德南·加德班说，他的两名
亲属上周在田间遭“伊斯兰国”成员
枪击，生命垂危。“现在发生的事让我
们想起2014年。”

“伊斯兰国”2014年起在伊拉克
攻城略地，一度进逼首都巴格达。伊

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取得打击
“伊斯兰国”的胜利。这一极端组织的
残余势力此后一直伺机发动袭击。

加德班说：“趁安全部队忙于执
行宵禁，这些武装人员开始更自由地
流窜。”

伊拉克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过
2000例，死亡90多例。为控制疫情
蔓延，伊拉克全国实施宵禁。

伊拉克政治和安全事务专家法
德尔·阿布·拉吉夫说，“伊斯兰国”近
期加大袭击力度关联伊拉克组阁僵

局；另外，大批打击“伊斯兰国”多国
联盟的士兵撤离伊拉克同样为“伊斯
兰国”卷土重来提供便利。

法新社报道，美国主导的多国联
盟军队最近几周撤离数座驻伊拉克军
事基地，包括基尔库克和摩苏尔。另
外，按照防疫管控措施规定，伊拉克政
府军暂停接受联军训练，多国联盟因
而将数以百计培训人员撤出伊拉克。

尽管如此，多名分析师判断，这
一极端组织暂时无法像2014年那样
威胁伊拉克城市安全。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3日证实，叙
利亚东北部哈塞克市一座关押“伊斯
兰国”成员的监狱2日起发生暴动。
库尔德武装3日晚恢复对这座监狱
的控制。

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
织”说，美军直升机3日在这座监狱
上空盘旋。

暂时不清楚2日的监狱暴动是
否关联新冠疫情。

同一监狱3月底发生暴动，4名
“伊斯兰国”成员越狱，所幸一天后被
抓获。

“伊斯兰国”一度占领伊拉克和叙
利亚大片土地并宣布“定都”叙利亚北
部城市拉卡。叙库尔德武装去年3月

宣布，夺取“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最后
据点，收押“伊斯兰国”成员、看管他们
的家属。美联社报道，叙利亚东北部
库尔德武装控制区有大约20座监狱，
关押大约1万名“伊斯兰国”成员，包
括大约2000名非叙利亚人。

叙利亚3月22日通报首例新冠确
诊病例。多国联盟4月证实，已经向叙

利亚东北部数座关押“伊斯兰国”成员
的设施提供卫生和医疗物资，包括洗
手台、消毒湿巾、口罩和医用手套。

截至4月29日，叙利亚累计确诊
43例新冠病例，死亡3例。美联社报
道，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区4月出
现1例死亡病例。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叙利亚：两次暴动

伊拉克：袭击频繁

土耳其新增病例
连续两天少于2000例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5月3日
电（记者王峰）土耳其卫生部3日公
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新增
确诊病例 1670 例，累计确诊达
126045例，这是土耳其连续两天新
增确诊病例在2000例以下。

数据显示，土新增死亡病例61
例，累计死亡3397例；新增治愈病
例4892例，累计治愈63151例。

科威特确诊病例
超过5000例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5月4日电
（记者王薇 聂云鹏）科威特卫生部
4日宣布，科威特当天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295例，累计5278例，累计
治愈1947例，死亡40例。

科威特卫生部发言人阿卜杜
拉·萨纳德 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新增确诊病例中有53名科威
特公民，其他人来自印度、埃及、
孟加拉国等国。他还说，由于针
对居民区的核酸检测数量翻倍，
过去三周来科威特新增确诊病例
大幅上升。

印度空军3日派直升机在印度多地医疗机
构上空撒下玫瑰花瓣，向印度人称作“新冠勇
士”的医务人员和负责实施居家令的警察等抗
疫一线人员致敬。

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及孟买、高哈蒂、海得
拉巴等城市的不少医务人员穿戴着卫生防护
用具，站在所在医疗机构周围空地上沐浴了这
场花雨。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军机降玫瑰花雨
致敬“新冠勇士”

5月3日，在印度孟买，医务工作者等人员
沐浴在花雨中。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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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国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31日

5月4日，在日本东京，便利店上方的电子
屏播放着有关日本政府决定将全国紧急状态延
长的新闻。

日本政府4日召开新冠疫情对策总部会
议，并决定将6日即将到期的全国紧急状态延
长到5月31日。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德国研究显示

五分之一感染者无症状
据新华社柏林5月4日电（记者田颖）德国

波恩大学4日发表报告说，该校科研团队对德
国疫情重灾区冈格尔特镇进行的一项新冠抗体
研究显示，当地五分之一感染者无症状。

研究发现，冈格尔特镇约15%的人携带或感
染过新冠病毒，22%的感染者没有症状。研究人
员表示，这一事实表明人们无法可靠识别出病
毒携带者，由此可见在大流行中保持卫生习惯
和社交距离至关重要。波恩大学称，这一研究
成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新冠病毒传播特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