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新闻链接

世界新闻 2020年6月3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A14 综合

■■■■■ ■■■■■ ■■■■■

遗失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遗失

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

号 ：0427185666、0502298207、

0509352536、0509352608，声明

作废。

●韩凤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铺前

镇林梧村委会青龙村南队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

第023021号,特此声明。

●韩凰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铺前

镇林梧村委会青龙村南队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

第023026号,特此声明。

●黄宏椿遗失坐落于铺前镇林梧

村委会赤坡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号:文集用（2010）第 026171

号,特此声明。

●宋家伟遗失警官证，编号：公现

役字第1469862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万宁农商行2020年华安保函

字第025号、026号，声明作废。

●黄勇遗失坐落于铺前镇林梧村

委会赤坡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集用（2010）第 026186 号,

特此声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冰爽一

夏冷饮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 正 本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24690250000377，声明作废。

●三亚鑫发网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甘春妙遗失海南省澄迈县中医

院医师执业证书一本，证书编号

为：141469027000027，声明作废。

●海南万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因

公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皇桐镇和正村委会礼义村民小

组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东方市琼西中学

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3351601，声明作废。

●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符国俊

律师不慎遗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

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4601198410773117，流水号为

10934906，声明作废。

●海南方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200602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国用（2009）字第02号，权利
人姓名：李学强，不动产坐落：临高
县南宝镇南宝粮所宅基地，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证，以上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6月2日

招租公告
我司拟按现状对外出租位于海口
市秀英港澳工业区的三层厂房（一
楼 1356.71m2，二 楼 1619.89m2，
三楼 1090.59m2）。租赁条件如
下：1.整体出租优先，租金价格按
13元/（m2.月）起；2.分层出租，一
楼租金价格按23元/（m2. 月）起，
二楼租金价格按7元/（m2.月）起，
三楼租金价格按 10 元/（m2. 月）
起；3. 物业管理费另计，按 1元/
（m2.月）。4.租赁期限自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2023年3月14日止。招
租截止时间为2020年 6月 8日。
联系人：徐先生，13876681680、
66732725。

海南振业新合纤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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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银凤不慎遗失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发票联一份，发票代

码：246001160315，发票号码：

00012066，现声明作废。

●澄迈赫骏物流有限公司原法人

（张雱）印鉴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宏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友谊路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9820301， 账 户 ：

266277752275，声明作废。

●儋州天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才镇乐安村委会遗失陵水黎

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才

信 用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1005570500000130，核 准 号 ：

J6410009359804，编 号:6410-

00462044，声明作废。

● 陈 霖 （ 身 份 证 号 ：

421125199102255817）遗失建筑

专业二级建造师执业注册证书一

本，注册证书编号：01499602，特

此声明。

●海口佳和嘉美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原公章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黄得昆遗失船名琼万宁28509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号码:琼

万宁0728509号，现声明作废。

●韦岳宁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29197805031817，流 水 号:

4600044271，声明作废。

●羊卫局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008141416，流水号:

4600044061，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海南大学委员会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

代码：8146000058393498XL，声

明作废。

●陈章遗失座落于联星村委南渡

村民小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号：N2010065584，声明作废。

●陈泽波于2020年6月1日遗失

身 份 证 ，驾 驶 证 ，证 号 ：

460022199103154315，声 明 作

废。

●李健于2020年6月1日遗失身

份证，证号：46002719810410531X，

声明作废。

●海南丰溢沉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公示
我处受理的周松提出对周妹、周菁
继承张不贵遗产公证的复查申请，
经复查，本处决定：
撤销（2020）琼椰海证字第1809号
《公证书》，上述公证书自始无效，
电话66759256。

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注销公告
琼海宏永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20146079-1）拟向琼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博大精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693185932U），拟向海
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设备低价处理，欲购从速。因厂房
拆除原因，有一套德国原装进口幕
墙门窗铝合金加工设备。另有日
本小松电脑折弯机（4，2米），剪板
机，多头加工中心，冲压机等，有意
者与林先生13682937000郑小姐
13876020836 联系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公告
海南星厨乐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符玉兰、罗海萍
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琼
中劳人仲案字〔2020〕第82号、琼
中劳人仲案字〔2020〕第83号），并
定于2020年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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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兴大道
197 号办公楼 3 楼，联系电话：
0898-8623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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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1日

尸体认领启示
社东，男，35岁。流浪人员发病街
头被我站送至西培医院入院救治，
2020年5月31日，因病情恶化经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知情者从
本启事发布之日起30天内与儋州
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若无人认领，
将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妥
善处理后事。
联系电话0898-23381975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

供 求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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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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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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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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境抗议示威进入第七天仍未见缓解 新冠疫情二次暴发风险加剧

骚乱+疫情 美国直面“两场危机”
加大传播风险

抗议示威发生在美国当下
抗疫形势依然严峻之时，引发
了美国是否会因此出现疫情大
幅反弹的忧虑。

美国流行病专家理查德·
埃利森表示，美国目前的抗议
活动规模很大，参与者离得很
近，如有病毒携带者在场，那么
即便是在户外，其他人也会面
临被感染的风险。大声说话、
唱歌、喊口号都会向空气中释
放更多飞沫，而催泪瓦斯和胡
椒喷雾会让人流鼻涕和咳嗽，
这些都有利于病毒传播。

据新华社记者连续数日在
首都华盛顿的示威现场观察，
虽然抗议者们大多数都戴口
罩，但由于人数众多、地方有
限，他们几乎是人挤人，根本无
法维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目前已有多名疫情重灾区
官员都对疫情表示担忧。纽约
州州长科莫6月1日表示，他很
担心纽约市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活动会让之前费尽心力取得的
抗疫成果功亏一篑。芝加哥市
公共卫生署署长艾利森·阿瓦
迪表示，新冠病毒可不在乎城
里正发生什么，它们会利用每
个机会传播。洛杉矶市长埃里
克·加切蒂警告说，示威游行中
可能出现所谓“超级传播活
动”，这将引爆第二轮疫情。

6 月 1 日，由
白人警察暴力执
法致一名非洲裔
男子死亡一事引
发的蔓延美国全
境的抗议示威和
骚乱进入第七天，
仍 未 见 缓 解 迹
象。持续的抗议
示威已经影响美
国新冠疫情防控，
多位官员及专家
忧虑大规模人群
聚集会毁掉此前
的抗疫成果，导致
疫情二次暴发。

分析人士认
为，美国正在经历
疫情与抗议示威
“两场危机”，它们
相互作用甚至相
互强化，这令美国
要解决任何一个
危机都倍加困难。

A 影响已经显现

美国《纽约时报》称，最令
专家忧虑的是无症状感染者，
他们会因自我感觉良好而参加
示威活动，散播病毒，从而带来
巨大风险。埃利森指出，接触
者如果感染，通常需要5到14
天才表现出症状，因此，抗议活
动是否会造成更多新冠感染病
例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说抗议示威是否会引
发疫情二次暴发尚需观察，那
么防控工作受到影响就已是现
实。比如，洛杉矶多个疫情检
测点在 5月 30 日因骚乱而关
闭；伊利诺伊州也在6月1日宣
布，示威活动期间关闭位于社
区内的新冠病毒检测点。

已经受到影响的还有经济
重启。为应对抗议和骚乱，截
至6月1日，全美已有包括华盛
顿市在内的至少40个城市实行
宵禁，至少23个州和华盛顿市
动用国民警卫队协同警方维持
治安。在加强治安措施的同
时，多地政府决定暂缓重开经
济活动。例如，华盛顿市政府6
月1日宣布，疫情数字在上周出
现反弹，华盛顿将推迟继续开
放部分商业和公共场所的“第
二阶段”重启计划。佛罗里达
州迈阿密达德县决定，在当地
宵禁结束前，暂缓原定于6月1
日实施的开放海滩计划。

B C 恐陷恶性循环

一方面是抗议示威影响疫情防
控，另一方面抗议示威的发生与疫情
也不无关系。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因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示威之所
以发酵速度快、规模大，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多重社会矛盾在疫情之下被
进一步激化

在美国疫情中，少数族裔特别是非
洲裔“更受伤”。统计数据显示，全美新
冠疫情致死病例中非洲裔约占23%，
明显高于其人口占比的约13%。专家
指出，这背后是贫富差距大、医疗资源
分配不均、种族歧视等原因。

弗吉尼亚州“自由、公正与和平
捍卫者”运动领袖菲尔·威莱托认为，
此次由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示
威蔓延范围之广、暴力程度之高，与
疫情造成的长时间经济停滞息息相
关，经济停滞对工薪阶层影响严重。

分析人士表示，弗洛伊德事件只
是一个“导火索”，在激起人们对暴力
执法、种族歧视愤怒的同时，也点燃了
美国民众对政府抗疫不力、生计难以
维持的不满。然而一旦抗议示威导致
疫情反弹，普通民众的处境恐将更加
艰难，他们的不满将进一步加深。目
前事态仍在发酵中，可能出现激化矛
盾的新的“导火索”，加上白宫仍在不
断制造分裂，很多人担心美国的抗议
示威甚至骚乱不会轻易平息，或将陷
入抗议示威与疫情恶化的恶性循环。

（新华社华盛顿6月1日电 记者
孙丁 徐剑梅 邓仙来）

6月1日，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新奥加廖
沃总统官邸，俄总统普京与中央选举委员会领导
层和宪法修正案起草工作组成员举行工作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宣布，俄罗斯将于7月1
日举行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 新华社/卫星社

普京：

修宪全民公投7月1日举行

特鲁多：

加拿大仍然存在种族歧视
新华社渥太华6月1日电（记者李保东）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1日表示，加拿大仍然存在对非洲
裔群体的歧视和不公正，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打击
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

特鲁多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很多
加拿大人对在美国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是非常熟
悉的，种族歧视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在加拿大同
样存在，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解决长期困扰非洲裔
和原住民的系统性不平等问题。

过去两天，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等城市
举行示威活动，反对种族歧视，抗议美国白人警察
暴力执法致非洲裔男子死亡事件。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1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即使所有救助资金都得
以用来缓解新冠疫情影响，疫情未来
10年仍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损失7.9万
亿美元。

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2020
年至 2030 年美国累计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GDP）将比国会预算办公室今
年1月的预估值减少7.9万亿美元，相
当于这10年累计GDP总量的3%。国
会预算办公室表示，随着疫情发展以
及经济损失得到全面评估，将进一步
调整这一预估值。

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菲利普·斯
瓦格尔表示，此前出台的经济纾困法
案将部分缓解美国经济恶化程度，与
此同时，“为防控疫情而出台的关停企
业以及社交隔离措施将减少消费者支
出，且近期能源价格下滑则将导致美
国能源领域投资严重减少”。

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国会已经
出台总额达2.2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
法案，为低收入美国民众发放现金支
票，并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
增设贷款项目。同时，美联储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零到0.25%
的超低水平，并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
季度美国经济下滑5%，是国际金融危
机最严重时期以来最大季度降幅。由
于疫情持续发酵和经济大面积“停摆”
延续，预计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仍可能
出现历史性下降。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4 月份美
国失业率达到 14.7%，是上世纪 30 年
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新高。劳工部即将
于6月5日公布5月份就业报告，市场
普遍预计当月失业率可能接近20%。

（新华社华盛顿6月1日电）

6月1日，在日本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观看
海豚表演的游客保持间距就坐。

日本于6月1日恢复全国大多数地区经济活
动，位于横滨的八景岛海洋乐园于当日起重新开
放。 新华社/美联

日本横滨：海洋馆开门迎客

疫情或致美国经济
损失7.9万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6月2日电 美
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
洛伊德日前遭警察暴力执法死
亡。6月1日，明尼苏达州亨内平
县法医办公室和弗洛伊德家人聘

请的法律团队分别公布尸检结果，
均认为弗洛伊德死于他杀。

当天，因弗洛伊德之死引发蔓
延全美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和

暴力冲突进入第七天。截至当天，
全美至少5600人在骚乱和暴力冲
突中被捕，至少23个州和首都华
盛顿动用国民警卫队协同警方应
对骚乱和维持治安。

尸检显示遭警方暴力执法的非裔男子死于他杀

6月1日，民众在纽约时报广
场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新华社发 穆迪下调印度主权信用评级

新华社孟买6月2日电（记者张亚东）国际评
级机构穆迪日前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此前的
Baa2下调至Baa3，评级展望维持“负面”。

穆迪表示，印度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财政赤字
扩大、政府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改革进展不明
显，都是评级下调的原因。

印度政府5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
2019-2020财年（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财
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6%，高于计划
的3.8%。

印度中央统计局5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2019-2020财年经济增速为4.2%，远低于
上一财年6.1%的增速。

2017年11月，穆迪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从
Baa3上调至Baa2。2019年11月，穆迪将印度的
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