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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妙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昌洒
镇洒南路02号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18）文昌市不动产权第
0007682号，特此声明。
▲海南婚纱摄影行业协会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062346664T，声 明 作
废。
▲本人张学群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04地块独栋A5房认
购书一份，编号:1802494，收据三
张，编号:HN1831482、HN18316
34、HN1810968，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中学（统一信
用代码12460106428393052R）于
2020年5月9日在海口市政务中
心丢失 2019 年银行存款日记账
账簿一册，期末余额95877.99元，
声明作废。
▲勒天松不慎遗失父亲勒永安骨
灰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安
乐宮4架11行10号，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智娜娜副食商行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0108600209014，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陈淑云于2020年4月19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360521196502267

02X，声明作废。

▲海南全益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孙丽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庄

避暑二期E3栋201房房款收据壹

张 号 码 为 ：0009747，金 额 为 ：

300000元，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德超洁具商行不慎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住房城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6269801，现声明作

废。

▲文昌文城琼乐开心烧鸡餐饮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90051735657，声

明作废。

▲郭旭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2栋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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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761、金额:

30556元）,现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清佳综合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7MA5RF2GBXW，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琼海康联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274777205XC）

注册资本由原来1000万元减少至

5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

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对下列拍品进行

拍卖。1.房产：海口海甸岛江南城

小区 55 栋 3 单元 206 室，面积

180.38m2;2.房产：三亚迎宾路59

号花梨翠园701室（39号年轮小

区）面积 118.61m2。详情请咨询

0458-3607566；竞买登记截止时

间：拍卖会前一日17时；拍卖会方

式：现场或网络拍卖；拍卖会日期：

2020年5月20日9时；地点：黑龙

江省伊春市通河路60号后楼。

伊春市伊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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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会奋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教
镇熔炉村委会大良亩四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54472号，特此声明。
▲范高望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教
镇熔炉村委会大良亩四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54474号，特此声明。
▲文昌市翁田镇茂山村民委员会
仙槎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谢春能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520202200002288231，特此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
务局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
格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81460100MC3549596C，特此声
明。
▲古亚意遗失车牌号琼F00629车
的 营 运 证 一 本 ，证 号:
460400062823，声明作废。
▲吴坤文，吴坤波，吴坤敏，吴坤
才，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东山
镇儒万村委会儒万上村的集体土
地权利证书号，海口市集用(2011)
第032542号，特此声明。
▲符丽娟遗失第四卫校毕业证，专
业：护理，证号：HN2015212030090，
声明作废。

▲儋州市财政局雅星财政所遗失

儋州市八一农村信用合作社专用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088501，账户：100712

2400000147，声明作废。

▲黄循孙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房款收据壹张，收据编号：

0012129金额：143000元，车位款

收据壹张，收据编号：0008154，金

额：9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叶用英遗失坐落于铺前镇七岭

村委会信岭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集用（2010）第 010717

号，特此声明。

▲吉林省安丰物流有限公司洋浦

分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副本一本，许可证号：琼交运管许

可洋浦字：462000003355 号，声

明作废。

▲文昌椰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现声明作废。

▲昌江威圣渔业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9031000010043，声明作废。

▲定安县定城镇水冲坡村民委员

会公章破损一枚，现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
刘杨、任光辉：根据2020年5月9

日海南利得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与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海

南利得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已

将享有的（2015）秀民二初字第35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执行案

号：（2017）琼0105执恢11号）全

部转让给了我，且转让款已全部付

清。我已依法取得（2015）秀民二

初字第 3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

债权，即将向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法院申请变更我为（2017）琼0105

执恢11号案的申请执行人。

特此通知。

顾秀霞

2020年5月9日

减资公告
海南绿生盈滨置业有限公司证号

91469027552751072P，经股东会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贰

仟万元减少至叁佰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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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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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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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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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07执恢108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钟武龙与被执行
人高华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于2020年 3月 30日作出（2020）
琼0107执恢108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查封被执行人高华琴名下位
于海口市滨江路424号永昌雅居3
号楼 1903 房（不动产权证号：
0031259)，查封期限三年。现本院
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拍卖。
凡对上述查封的财产有异议者，须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
关证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
本院将依法处理。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公告
本人浦良财，于2013年12月13日
18时许，在三亚市崖城区南山村
委会四马村与崖城之间公路，有一
名女子将一名女婴给我照看，随后
这名女子就再也没有出现，本人现
居住在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委会
焕合村焕合小组04号，望亲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身份证件
与 浦 良 财 联 系 ( 电 话:
18308993776)，即日起60天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2020年5月10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注全球抗疫

副总统未来数日将避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疫情威胁决策中枢

美国抗疫工作怎么办？

彭斯的新闻秘书凯蒂·
米勒8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米勒还是白宫高
级顾问斯蒂芬·米勒的妻子，
经常与白宫疫情应对工作
组沟通，并和媒体记者接触。

此外，一名在白宫为特
朗普及其家庭服务的美国
海军现役人员7日证实感染
新冠病毒，白宫当日起将检
测频率从每周一次改为每
天一次。负责护卫总统、副
总统及其他政要的美国国
土安全部特工处目前有至
少11人感染新冠病毒尚未
康复，约60人正自我隔离。

因与确诊病例有过接
触，白宫疫情应对工作组3
名关键成员——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
东尼·福奇、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
德、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斯蒂芬·哈恩，目前均处于为
期14天的自我隔离状态。

（新华社北京5月11
日电）

综合美欧媒体和专家观点，白宫面临疫情威
胁，是美国政府疫情应对混乱局面的插曲之一，可
能令其抗疫决策面临更加被动的舆论境地。

首先，防范措施难称表率。美国媒体不止一次
批评，特朗普和彭斯一直无视公共卫生专家建议，
拒绝在公众场合戴口罩。此外，许多特工处人员在
白宫执勤时不戴口罩。

其次，抗疫说辞摇摆不定。从2月驳斥病毒威胁
论，到3月承认疫情严重性，再到4月挑起“注射消毒

剂”争议，美国联邦政府很难向外界呈现前后一致、
可信度高的防疫战略。前总统奥巴马8日罕见发声，
批评当前疫情应对是“绝对混乱的灾难”。

第三，决策权威恐遭削弱。观察人士注意到，
特朗普政府日益聚焦重启经济，但始终没有拿出全
局性的指导方案。国会参众两院已开始填补决策
真空，在病毒检测、公共卫生基金等方面推动全国
战略，应对疫情长期化挑战。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特朗普政府近期频繁向媒体吹风，解释重启经
济的必要性，却因白宫自身面临疫情威胁而陷
入窘境。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10日接
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栏目采访时遭遇尴尬提问：自
称拥有“地球上最佳医疗团队”的白宫在疫情面前也

脆弱不堪，怎么让美国企业“自信”地复工？
美国公共卫生界对复工普遍持谨慎态

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
卫生学院卫生安全中心主任汤姆·英格尔斯

比说，在研发出有效疫苗前，新冠病毒不会像特朗
普所说的那样逐渐“消失”。随着各地逐步复工，社
交活动将增加，疫情可能重新抬头。

美国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最新预测数据显示，
如果各州逐步复工、各类限制措施松绑，人员流动
将显著增加，预计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到8月将
升至13.7万。

这家研究所的负责人克里斯托弗·默里预计，
在一些陆续“解封”的州，10天后将是日新增确诊病
例“跳涨”的窗口期。

上周末以来，彭斯没有现身白宫会议，居家不
出，引发有关彭斯自我隔离的猜测。一名官员说，
彭斯10日自愿依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导意见，
与他人保持距离。

不过，彭斯发言人德文·奥马利10日发表声明，
称彭斯每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目前不处
于隔离状态，将继续听从白宫医生团队建议，并计划
11日在白宫工作。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消息人
士披露，白宫没有让彭斯与总统特朗普“分开”的计划。

一些美国媒体担忧，白宫似乎缺少对领导人感

染新冠病毒的应急预案。根据美国法律，如果总统
与副总统因疾病等原因无法履职，当前居于权力第
三顺位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将代行总统职权。

疫情威胁对白宫官员造成不小心理冲击。特
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凯文·哈西特10日表露担忧，
坦言在白宫西翼工作“让人害怕”，“我待在家里会
感到安全很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特朗普对白宫人员确诊感染深感不满，担心这将

“打脸”白宫有关疫情消退、有必要复工的说辞。

白宫官员10日说，因其新闻秘书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牵头美国政府防疫工作的副总统彭斯未来数日将避免与他人近
距离接触。此前，接近美国政府高层的白宫人员接连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白宫疫情应对工作组3名关键成员已自我隔离。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应对疫情的中枢机构自身面临疫情威胁，可能影响美国社会、商界对复工复产的预期。

新华社伦敦5月10日电（记者
于佳欣 张家伟）英国首相约翰逊10
日晚发表全国讲话，公布了政府分阶
段放松防疫措施的“解封路线图”。

按照这份路线图，英国“解封”将
大致分三步走。第一步，涉及特定行
业复工复产及户外活动等内容。约
翰逊介绍，从11日起，任何不能在家
工作的人，比如建筑和制造业工人，
在严格遵守“保持社交距离”规定的
前提下，可返回工作岗位，但上下班
还是要尽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另外，从13日起，户外锻炼也从
之前的一天一次变成不限次数，但前
提依然是“保持社交距离”，违反规定

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第二步措施最早可能从6月1日

开始，内容包括逐步让商店恢复营
业，让小学生分阶段重返学校。

第三步最早可能在7月实施，在
有科学证据支持的前提下，餐饮、酒
店等服务业和其他公共场所将重新
开放。

约翰逊当天还宣布，英国将设立一
个新冠疫情预警系统，共分5个警报级
别，级别越高意味着政府需要采取更严
格的措施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

约翰逊说，“我们已经过了最高
峰，但是从山上下来通常更危险”；如
果疫情再次恶化，政府会“毫不犹豫

地刹车”。
约翰逊在讲话结束前

重申了英国的疫情防控新
口号“保持警惕，控制病
毒，挽救生命”。此前的
口号为“留在家中，保护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挽
救生命”。

英国卫生部10日
公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英国新增确诊病
例3923例，累计确诊
219183例；新增死亡
病例 269 例，累计死
亡31855例。

英首相公布“解封路线图”
将适度放宽防疫限制

英国说暂不对法国
旅客实施入境隔离

英国首相府和法国总统府10
日分别宣布，自法国入境英国的旅
客暂不需要接受隔离；英法只会在
协商一致后才会针对彼此启动相关
隔离措施。

依据爱丽舍宫所发声明，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英国首
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天通电话，双方
承诺携手遏制新冠病毒跨境传播。
两国将成立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工作
组，“确保今后数周内的相关合作”。

英国唐宁街10号随后发布类
似声明，澄清英国暂时不会对来自
法国的旅客实施入境隔离。约翰逊
当天早些时候经由电视电话宣布

“解封路线图”时说，为预防境外输
入，“很快会对乘飞机进入我国的民
众实施隔离”。

英国媒体先前披露，政府酝酿自
下月起对绝大多数经由飞机、轮船和
欧洲之星列车入境的旅客实施14天
隔离。据报道，约翰逊当天在电视讲
话中没有明确给出启动入境隔离的
时间表。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拉美第二大航空公司哥伦比亚航空公司5月
10日宣布，受新冠疫情冲击，该公司已在美国纽
约申请破产保护，以重整债务。

这是2019年8月28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
大埃尔多拉多机场拍摄的一架哥伦比亚航空公
司飞机。 新华社/法新

俄外交部反对
“美英战胜纳粹”言论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10日电（记者张骁）针
对美国白宫日前在社交网站发文称“1945年5月
8日，美国和英国战胜了纳粹”，俄罗斯外交部网
站10日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对此表示非常愤怒，
无法无视这种言论。

声明说，在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之际，美国
试图歪曲纳粹垮台以及俄罗斯在其中所作突出贡
献的历史，俄罗斯对此表示非常愤怒。这种做法
显然违背了俄美两国总统此前发表的纪念易北河
会师75周年的联合声明。

此前，克里姆林宫网站在4月25日发布消息
说，为纪念二战期间美苏军队在德国易北河会师75
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
联合声明，表示“易北河精神”是俄美摒弃分歧、开
展合作的典范。美国白宫同日也发表了特朗普与
普京关于纪念易北河会师75周年的联合声明。

拉美第二大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伊朗导弹演习中误伤己舰
造成19人死亡、15人受伤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11日电（记者陈霖）据
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日报道，伊
朗军方10日在演习中发射的一枚导弹误中靶标
附近一艘己方军舰，造成19人死亡、15人受伤。

伊通社援引阿巴斯港第一海军公共关系办公
室的声明报道说，事故发生在伊朗南部阿曼湾的
贾斯克港口附近，出事船只为支援舰“科纳拉克”
号。目前，专家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伊朗沙赫尔医科大学校长阿米尼说，15名伤
者已被送到恰巴哈尔的一家医院。

据当地非官方媒体报道，这是一起事故，起因
是涉事支援舰负责在水中投放靶标供其他演习舰
船射击，其位置离导弹靶标过近而被误击。

媒体报道说，“科纳拉克”号由荷兰建造，配备
了20毫米口径加农炮和4个反舰巡航导弹发射
器，用于海军监视和侦察任务。

日本“雾雨”号护卫舰
开赴中东海域

新华社东京5月11日电 日本海上自卫队
“雾雨”号护卫舰10日从长崎县佐世保基地起航
开赴中东海域，接替“高波”号驱逐舰在当地继续
执行情报收集等任务。

日本政府去年年底依据《防卫省设置法》中“调
查、研究”条例向中东地区派遣海上自卫队，如遇紧
急情况可依据自卫队法的“海上警备行动”条例使
用武器保护遇险船只。海上自卫队“高波”号驱逐
舰2月初在民众抗议声中启程前往中东海域。

彭斯新闻秘书“中招”冲击白宫

美国企业如何能“自信”地复工？

参众两院已开始填补决策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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