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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临高县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慎
遗失财政非税票据（手工票）壹本，
票据号码：0101，票号：01543025
12—0154302758，特此声明。
▲洋浦森江沅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船
名：琼洋浦18006号，登记号码：
（2013）HY-000006，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扶贫办公室工
会委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陵水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
号:21840001040019749，核 准
号:J6410023405101，声明作废。
▲洋浦洋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邓有江遗失海口市《就业失业登
记证》，证号：46019910224251，
声明作废。
▲林道冠不慎遗失二级轮机长《渔
业船员证书》一本，证书号码
460002198506174777, 特 此 声
明。
▲海南美成船务有限公司，公章及
合同专用章因磨损，声明作废。
▲东方市新龙镇中心幼儿园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JY34690070009084，声明作废。
▲麦连贵遗失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证号:八所字第 0122 号，声明作
废。
▲三亚雀之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崖州区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昌江石碌小诚涂料店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孔晓晖遗失海口万达骏豪仕家
S8#商铺S8－035车位，收据号：
0019375，金额：90000元，声明作
废。
▲钟雄不慎遗失道路货物运输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60028196904050035，声 明 作
废。
▲海南鹏盛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车牌号琼F01396车的道路运输证
一本， 营运证号：4604000626
18，声明作废。
▲邓玉玺遗失中南林海间诚意金
收据一份，编号: 180046838，金
额:20000元，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门中心卫生院林椰蕾
遗失2009年01月18日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一本，
证件编号：200946000857，声明作
废。
▲刘明遗失由儋州恒大滨海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省儋州市白
马井镇滨海新区恒大金碧天下二
期141幢楼801房销售不动产统
一 发 票（自 开），发 票 代 码 ：
246001490619，发 票 号 码 ：
00075930，金额：163978元，声明
作废。
▲林莲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
证，专业：药剂，证号：HN2010211
731147，声明作废。
▲海南顺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60000MA5TFG26XF，
声明作废。
▲符福杰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8904063838，声 明 作
废。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李桂兰名下位于澄迈县金江镇金

马大道东侧宝信小区4#-1地块泉

倾天下8号住宅楼2单元504房,

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澄迈县不

动产权第 0011991 号,因不慎遗

失,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作废,如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材

料向我中心提出申请，公告期满无

异议的或异议不成立的，我中心将

补发新《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4月14日

公告
姚贵明租户：

您于2018年6月22日与我公司签

订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美华路8

号112、119商铺的租赁合同，截止

到2020年4月，你方拖欠租金达7

个多月，经我司多次催缴无果，按

合同条款已经违约，现就该店铺作

如下声明：即日起解除租赁合同，

收回店铺，并保留进一步追究你违

约责任的权利。

弘顺醉海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五月五日

注销公告
东方晓德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0739455796XJ 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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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卫星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证，专业：护理，毕业证号：
HN2019211730688，声明作废。
▲黄海波、林凤静遗失海口自在
城-永和花园三期-A1-A1-1902
房 收 款 收 据（首 期），编 号 ：
0015331，金额：538061 元，声明
作废。
▲海口奥美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 ：4601002108027，声明作
废。
▲姬国乾不慎遗失注册监理工程
师执业证书（注册号：32014169），
特此声明。
▲东方旭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3045001，账户：1009
893900000150，声明作废。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林尾发遗失座落于八所镇二环
路西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
方国用八所字第4249号，声明作
废。
▲儋州市中和镇水井村民委员会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吴忠志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原件，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H7栋505号
房，收据编号为DF：0006658，金
额: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康振华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原件，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H7栋505号
房，收据编号为DF：0006784，金
额:310619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周思琼遗失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HN2016211930107，特此声
明。

公告
海南伟奇丽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孟小蓉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 441号）定于 2020年 6

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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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522077）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开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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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

公告
海口美兰烤匠烧烤吧：本委已受理

胡诗裕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94-

95号）定于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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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联

系电话:0898-66775828）领取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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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

注销公告
海口大风车幼儿园拟向海口市龙

华区民政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7天内到本幼儿园办

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口美兰海洋名师学堂文化传播

部：本委已受理罗晶、吴文莲与被

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

仲案字〔2020〕第94-95号）定于

2020年 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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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联系电话:0898-

66595571）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开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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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根据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执行

裁定书(2019)川0115执恢214-1

号文的通知,现将冉彬名下位于老

城开发区美桃岭地段(天赐·海尚

居)第 A2 幢 13A03 房过户给王

引。因被执行人拒不配合，我机构

无法收回其不动产权证书，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将证号为澄

房权证老城私字第09080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书公告作废，如有异议

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材料向我中心提出

申请。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5月6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 1 天，于 2014
年 08 月 01 日在海
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希克路被捡拾。婴(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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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20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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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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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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东方海泉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07394557695A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撤销清算组备案公告
海南骏顺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914601003945604136）于

2017年11月6日在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备案清算{（海市监）登记

内备字[2017]第1061号}。现公司

继续经营，故撤销备案清算，并解

散由郑耀昌、梁建栓、康兆豪等人

组成的清算小组。

特此公告

海南骏顺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公告
许国保、陈道驹：本委受理申请人

许国保、陈道驹与被申请人海口玛

特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19〕第257、258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委海劳人仲决字〔2020〕第

27号仲裁决定书以及海劳人仲裁

字〔2020〕第6号仲裁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决定书及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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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

专业防水堵漏免砸砖堵漏
海南省建筑防水保温协会麦工

服务热线：13807600891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注全球抗疫

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 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政府公共卫生
部门4月21日公布的检测报告显示，
早在2月6日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
炎，这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例新冠死
亡病例出现时间提前了20多天。这
一死亡病例的新发现改写了美国疫情
发展的时间线，也让人不禁追问，美国

“零号病人”究竟是何时出现的？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

20日确诊了首例新冠病例；2月29日
报告了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然而，圣克拉拉县行政长官杰弗
里·史密斯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美国最新确认的最早新冠

死亡病例表明，新冠病毒早在1月、甚
至更早就已经开始在加州传播。

美国新泽西州埃塞克斯县贝尔维
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日前表示，他
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他认
为自己是去年11月感染新冠病毒的。

这无疑给美国“零号病人”的出
现时间画上一个大问号。早期检测
缺乏、某些新冠患者被误认为是流
感、许多无症状患者“潜伏”……种种
因素可能导致美国的“零号病人”像
首例死亡病例一样“未被及时发现”。

生物学领域著名研究机构斯克
里普斯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埃里克·托
波尔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曾

提出质疑：“究竟有多少被误认为是
流感或肺炎患者实际是新冠感染
者？”美国疾控中心2月底发布的报
告显示，去冬流感季美国估计已有至
少3200万流感病例，其中1.8万人死
于流感相关疾病。

美国《洛杉矶时报》4月23日援
引圣克拉拉县卫生局长莎拉·科迪的
话说，由于当时正值流感季，加之检
测受限，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尚处初期
阶段，因此死者被误认为死于流感。

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
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
出席有关新冠疫情听证会时也承认，
美国存在新冠死亡病例被误认为是

流感死亡病例的情况。
科迪表示，新确认的死亡病例就

像“冰山一角”，代表了大量未被及时
发现的新冠病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社区传播的严重程度。由于没有通
过病毒检测来确认，所以“肯定错过
了很多新冠病例”。

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尼拉杰·苏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也表示，一旦开始有死亡病例出现，
就表明新冠患者在总人口中已有相
当高的比例，且病毒在社区已存在较
长时间。新冠病毒可能在首个死亡
病例发生前3周开始在社区传播。

从首个病例确诊至今，美国新冠

疫情持续发酵，累计确诊病例数在3
个多月内增至目前的超过120万，死
亡病例超过7万例。一些专家的模型
测算表明，真实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
数据可能更大。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在接受美
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
美国新冠病例的真实数量可能是目前
报告数字的10倍、甚至20倍之多。

目前，美国各界对“零号病人”何
时出现等问题一直争议不休。为了
进一步明确新冠疫情何时在加州开
始蔓延，加州政府已指示全州法医部
门对去年 12月以来的死者进行调
查，新的调查结果或许能给出答案。

美国“零号病人”是何时出现的
加州检测报告显示，早在2月6日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谋求连
任的特朗普面临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挑战。而疫情
因素正对特朗普的连任前景造成威
胁，他最近在多个“摇摆州”的民调中
支持率落后于拜登。

在美国疫情尚不严重之时，美国领
导人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积极评价
中国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举措，同时
对美国国内疫情则是轻描淡写。然而，
随着美国疫情不断恶化，美政府高层的
态度出现急转弯，开始大肆攻击中国和
世卫组织，同时吹嘘自身“功劳”。

为达到“甩锅”的目的，美政府
一些人无端指责中国和世卫组织抗
疫不力导致美国疫情蔓延，还试图
扭曲抗疫时间线。特朗普日前在接

受采访时称，美国情报界直到1月下
旬才向他提起新冠病毒有关事宜。
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调查
发现，早在1月3日，总统每日情报简
报上就有关于中国出现疫情以及疫
情有可能蔓延至美国的内容。

此外，白宫还开始限制抗疫官员
同美国国会的接触。一份内部备忘录
显示，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
及他们的主要副手在5月份不可出席
国会听证会，除非得到白宫办公厅主
任马克·梅多斯的批准。梅多斯3月底
刚刚上任，此前是一名国会众议员。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评论说，
梅多斯知道议员们会坚持寻求真相，
白宫这样做可能是“害怕真相”。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
朗普数次谈及“病毒人造论”，国
务卿蓬佩奥等政府官员、一些共
和党政客以及右翼媒体也极力制
造和传播阴谋论，毒化舆论环
境。美国《纽约时报》披露，蓬佩
奥等人甚至向情报机构施压，企
图寻找材料支持所谓“新冠病毒
出自实验室”的说法。

这一说法已遭到众多专业人
士批驳。世界卫生组织官员4日明
确表示，目前约1.5万个完整的病毒
基因序列显示，新冠病毒并非人造。

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
教授劳伦斯·戈斯廷在社交媒体
上说，特朗普和蓬佩奥称新冠病
毒出自实验室，但一直拿不出证

据。科学界的共识是，新冠病毒
来自自然界，由动物传给人。

就连美国情报界也拒绝为“病
毒人造论”站台。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办公室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情
报界认同广泛科学共识，新冠病毒
并非人造或经过基因修改。

显然，美国政府将疫情政治化
是为了掩饰自身在防控疫情方面
的严重疏失。美国马里兰大学研
究员克莱·拉姆齐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试图推卸
责任，把矛头指向多个目标，包括
中国和世卫组织。美国智库外交
学会高级研究员麦克斯·布特认
为，无论病毒源自哪里，美国疫情
如此严重，特朗普政府难辞其咎。

这些问题，请美方政客如实回答，给世人一
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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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政治化疫情有何企图美国政府政治化疫情有何企图？？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统
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5日18时（北京时间6日6
时），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120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7万例，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都是全球最多的。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
疫情依旧严峻之际，美国政
府却在疫情政治化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种种不负责任
行为的背后是推卸自身责
任、转移舆论压力和捞取选
举筹码的精心算计。

美国一些政客妄图以拙劣把戏
混淆视听，此类行径非但不能把其
自身责任推干净，反而欲盖弥彰、越
抹越黑。国际社会现在对美国有很
多问号，急于推责、“甩锅”的美方政
客，不妨先回答清楚几个问题。

是否应为隐匿疫情承担责任？疫
情到底最早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
的？去年席卷美国的所谓“流感”中到
底藏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例？美方为何
对其在全球建立的生物实验室的功能、
用途、安全系数等关键信息三缄其口？
美方能否邀请世卫组织和各国专家去
调查一下？

是否应为疫情蔓延承担责任？尽
管有来自世卫组织和中国的及时预警，
自称拥有世界最好医疗条件的美国，为
何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数字全球最
高？美方一向标榜言论自由，为何屡次

“禁声”疾控专家？

是否应为漠视生命承担责任？美
方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为何在疫情肆
虐之时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制
裁，以荒唐说辞警告各国不要接受古巴
抗疫医疗队援助？为何不顾病毒扩散
风险，加快向拉美遣返“非法移民”？面
对富人优先检测惹出的争议，为何能轻
描淡写地说出“可能这就是人生”？

是否应为搅局承担责任？紧要关
头，美方为何接连给世卫组织罗织罪名，
动辄以“退群”“断供”相逼？为何频频

“截和”他国防疫物资？为何企图买断别
国企业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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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温馨）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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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分析人士指出，，种种不负责任行为的背后是推卸自身责任种种不负责任行为的背后是推卸自身责任、、转移舆论压力和捞取选举筹码的精心算计转移舆论压力和捞取选举筹码的精心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