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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金士优律师
于2020年6月3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持
证人为金士优，执业证类别为专
职 律 师 ，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201810031829，流水号为
108600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龙华飞利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各一
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9380828），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海口爱尚美家商贸有限公司（代码
91460100786640711U）原公章，
合同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因
未在公安局备案，声明作废。
●吕海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医师执业证书一本，证书编码：
110460026000208，声明作废。
●吕海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医师资格证书一本，证书编码：
200046110460026710118511，
声明作废。
●洋浦隆鑫船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郑少雄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资格证书一本，证书编码：
19984621046002619640608511X，
声明作废。

催收公告
王日辉、邓不芬、庄尚飞、王二:海
南永辉海运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年、2013年向我行贷款共计
44500000元。该笔贷款迄今尚欠
借 款 本 金 37120000 元 及 利 息
7,262,255.88 元（截止 2020 年 5
月31日），你们作为公司法人及保
证人负有偿还义务，因你们目前无
法联系，特向你们发出催收公告，
限你们见报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
联系还贷事宜。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0年6月4日

催收公告
郑小花、桂建海、桂俊敏:临高椰丰
海洋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向我
行贷款共计6000000元。该笔贷
款迄今尚欠借款利息1549689.10
元（截止2020年5月31日），你们
作为公司法人及保证人负有偿还
义务，因你们目前无法联系，特向
你们发出催收公告，限你们见报后
十日内主动与我行联系还贷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高县支行
2020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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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不慎遗失教师资格证书，号
码为：20084200171007203，特此
声明。
●海南省社会福利协会社团法人
登记证（正本）不慎遗失（代码：
05108909-2），现声明作废。
●海南泉山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永发恒达汽修中心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27601108320，现特此声明
作废。
●黄坤龙和郑桔香夫妇于2003年
2月22日在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妇
幼保健院卫生院出生男婴一名，其
出 生 证 不 慎 遗 失 ，证 号 ：
C350189405，现声明作废。
●王光荣遗失座落于秀英区东山
镇东升村委会潭礼村五社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34849号，声明作废。
●谢艳萍于2020年5月24日遗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28198305210024，声明作废。
●海南金贸货运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5748401，声明作废。
●林培桦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
号：141469034000022，特此声明。
●赵豹卿遗失坐落于定城镇见龙
大道南侧南国怡景H1栋B单元
402房的房产证，证号：房权证定
城镇字第0006524号，声明作废。
●张玉秋不慎遗失三亚恒合融医
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三亚
恒大养生谷11-106房交款收据1
张，编号 0018512，房款 757801
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琼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号
码 ：15117785；发 票 代 码 ：
046001900104，声明作废。
●海南创客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
年5月2日不慎遗失公章，合同专
用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站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副本) ，工法证字第
201400784号 ，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程林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海口世纪公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因破损无法使用，现声明作废。
●长融能源（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郭万腾不慎遗失坐落于新村镇
新建路08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证号:陵国用(新)字第1558号，特
此声明。
●李桂兰遗失座落于白龙乡群上
村 的 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N10712,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刘建军运输部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昌顺豪庭幼儿园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34690221297317，声明作废。
●洋浦中和运海运有限公司不慎
将“中和运15”的船舶年审合格证
遗失，编号为：浦审（2019）043，声
明作废。
●海南金宏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6000069893156XH，声
明作废。
●海南荣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海
口荣泰加油站不慎遗失成品油零
售经营批准证书副本一本，油零售
证书第:HNHK0051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大唐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代码:91460200MA5RHETW86）

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永创嘉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YP

F0N）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清算公告
洋浦龙华飞利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29380828）因被吊销营

业执照，公司决定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本公司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400号

陈琼恒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

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

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海甸岛福安南村十六巷

182号,宗地四至为：北至巷道;东

至巷道;南至巷道;西至巷道。土

地总面积为59.5平方米,为国有土

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

陈琼恒。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

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

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申诉，逾

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

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

确认。特此通告（李宁,65361223）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繁华铺面招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新兴路

175号繁华地段仙都广场（原宝真

超市）一至三层出租，做超市及商

场使用，有意者从速，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7889915888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编号：202006030001

因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
证 书 ，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号: 琼
（2016） 临 高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021号，临房权证加来字第
JL00522号，权利人姓名：符建
荣，不动产坐落：临高县加来镇
镇东路 171 号 （原河东街 176
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现公告作废。

分立公告
海南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2585万元）拟存续分立为
海南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
续公司，注册资本1585）和海南创
都实业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
资本1000），分立后两家公司的股
东及投资比例保持不变。分立前
的海南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两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本公司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本公司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特此公告

海南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5月31日

典 当

出 租

催 收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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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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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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海凝海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司公章、法人章（韩庆）、公司财
务章、印鉴卡，特此声明。

三亚市丹州小区住宅拍卖
拍卖热线：13807631116

拍 卖

公 告

记者手记

由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
力执法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
德死亡一事在美国引发的全国性示
威活动3日进入第9天。明尼苏达
州州检察长埃利森3日宣布，弗洛
伊德案4名涉案警察全部被起诉，
其中主犯被控二级谋杀罪。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大批民众
聚集在白宫附近、国会大厦前等地
点对警察暴力执法、种族歧视等行
为进行抗议，并手持纸板、高喊口号
在街道上游行。

傍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数
千人趴在地上，模仿弗洛伊德被暴
力逮捕时的情形，并呼喊“我无法呼
吸”。大量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人员
在重要建筑、设施、景点旁部署。

华盛顿市连续第4天实施宵禁，
宵禁于晚上11时生效并持续至第二
天清晨6时。华盛顿市市长缪里尔·
鲍泽在社交媒体上说，华盛顿市民
的健康和安全等正受到威胁，实施
宵禁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华盛顿市警察局局长彼得·纽

舍姆对媒体通报说，警察2日晚在
华盛顿市共逮捕19人，大部分是因
为违反宵禁，而前一天晚上共有
288人被逮捕。

连日来的抗议示威活动使纽约
这座时尚之都变了样。昔日繁华的
第五大道上、热闹的曼哈顿下城商
圈，很多商铺已经用木板封门以防
止在可能发生的骚乱中受到冲击。
不少木板上被人涂鸦，写着“黑人的
命也是命”“还弗洛伊德以公道”等
口号。

据美国媒体报道，3日晚在纽
约市，抗议者同警察发生冲突，多人
被逮捕，至少1名警察受伤。

费城、亚特兰大、洛杉矶、西雅
图等城市当天也继续举行示威活
动，整体平和。

埃利森3日宣布，弗洛伊德案4
名涉案警察全部被起诉。埃利森在
记者会上说，用膝盖压迫弗洛伊德
颈部致其死亡的白人警察德雷克·
肖万被控罪名升级为二级谋杀罪，
另外3名涉案警察被控协助、教唆

二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些起诉是为弗
洛伊德寻求正义迈出的有意义的一
步。弗洛伊德之死是因为美国的系
统性种族歧视，需要所有人共同努

力去攻克。
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3日在

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是他见过的
第一个不去尝试团结民众的美国总
统，反而在制造裂痕。

弗洛伊德的追悼会将于4日在
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其出生地北
卡罗来纳州的追悼会将于 6日举
行。随后，弗洛伊德的遗体将运往
他曾生活的城市休斯敦，正式葬礼
将于9日举行。

5月25日，在明尼苏达州最大
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警方人员在拘
捕弗洛伊德时，警察肖万用膝盖持
续压迫弗洛伊德颈部将近9分钟，
其间弗洛伊德不断说“我无法呼
吸”，随后死亡。这一事件在美国引
发全国性示威活动。

（新华社华盛顿6月3日电 记
者孙丁 徐剑梅 邓仙来）

因美国白人警察膝盖压颈致非
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窒息死亡
而引发的全美抗议浪潮，到3日为止
已持续了9天。

现场录像显示，5月25日在明尼
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弗洛
伊德被白人警察膝盖压颈近9分钟里
16次哀求，说“我无法呼吸”。这句话
是那么熟悉，因为记者初到纽约的
2014年，就曾有一位非洲裔男子埃里
克·加纳被白人警察长时间“锁喉”，
死前也这么喊过，喊了11次。

再往前追溯，几乎每年都有多
起非洲裔美国人死于白人警察暴力

执法的案件，起因大都是“怀疑犯
罪”，有些则是像弗洛伊德这种涉嫌
用20美元假钞买东西的轻罪。

为什么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
议会蔓延全美？除了他的惨死和警
察的暴行令人愤怒外，还因为人们
担心，有色人种在美国被虐待、而施
暴的警察却逍遥法外的“剧本”重复
上演。

在纽约杀死加纳的白人警察
被无罪释放，受到的惩罚只是被警
队开除；2014 年在密苏里州弗格森
枪杀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
人警察甚至被免予起诉。梳理类

似的案例可以发现，涉案的白人警
察大部分被裁定无罪，只有极少数
被定轻罪。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媒体
上讨论最多的就是社会不公和司法
不公。

尽管这次全国性的抗议示威声
势浩大，但因此而改写“剧本”的可
能性并不大。事件的最新进展是，
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埃利森3日宣布，
直接导致弗洛伊德死亡的白人警察
德雷克·肖万被控罪名从三级谋杀
上升为二级谋杀，另外3名涉案警察
被控协助、教唆二级谋杀罪和过失
杀人罪。但埃利森却表示，要给他

们定罪将非常困难，因为历来起诉
警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地警察暴力执法早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美国媒体经过统计发现，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过去5年在抓
捕行动中至少使用了237次“颈部约
束”，导致44位抓捕对象失去知觉，
所以警队内部可能并不觉得膝盖压
颈是过分行为。

弗洛伊德家人和所有示威者呼
唤的正义能否得到伸张，还需拭目以
待。这个演绎出无数悲剧的“剧本”，
实际上只有四个字——种族歧视。
57年前马丁·路德·金喊出了“我有一

个梦想”，他可能想不到，直到今天回
应他的竟还是“我无法呼吸”。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3 日发表讲
话，号召通过改革警察系统减少针
对少数族裔的暴力。他认为，系统
性的种族主义就像时常暴发的瘟
疫。这些天来的游行示威是对社会
不公的觉醒，它提供了一个解决问
题的绝佳机会。

这次点燃全美怒火的弗洛伊德
案，真能改写早已被人类文明进步
所抛弃的美国“剧本”吗？

（新华社纽约6月4日电 记者
徐兴堂）

6月4日，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人员在的黎
波里进行庆祝。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方4日宣
布，已控制整个的黎波里，东部武装“国民军”已从
首都地区全部撤离。 新华社/法新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宣布
收复首都的黎波里

6月3日，一名医护人员在巴西尼泰罗伊的
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站工作。

据巴西卫生部3日数据，该国目前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8万例，仅次于美国。

新华社/美联

巴西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58万例

美国多地继续抗议

涉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4名警察全被起诉

弗洛伊德案主犯被控二级谋杀罪

美国“剧本”会重复上演吗？

白俄罗斯总统
改组政府并任命新总理

新华社明斯克6月4日电（记者魏忠杰 李
佳）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4日上午改组政府，重
新任命总理、第一副总理及部分部长等。

据白总统新闻局当天发布的消息，卢卡申科
任命国家军工委员会主席戈洛夫琴科为总理。卢
卡申科说，戈洛夫琴科在外交部等各职位上都有
丰富的工作经验，希望他能领导政府在工业及其
他相关领域提高生产水平。

卢卡申科还任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捷尔
捷利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任命白驻华大使斯
诺普科夫为第一副总理；任命曾在欧亚经济委员
会中任职并主管工业和农工一体化的苏博京为副
总理。

此前担任第一副总理的克鲁托伊将担任
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而不久前任命的总统办
公厅副主任别尔斯基将成为总统助理，主管
经济和银行监督。

此外，卢卡申科还任命了新的财政部、工
业部、建筑与建设部、新闻部、住房公用事业
部的部长，以及国家财产委员会、国家军工委
员会主席。

白俄罗斯国民会议代表院（议会下院）5
月 8日通过决议，确定今年 8月 9日举行总统
选举。卢卡申科 6 月 3 日签署命令决定解散
政府。

6月3日，一名抗议者手举写有“我无法呼吸”的标语在
美国奥克兰参加示威活动。 新华社/法新

6月3日，一名抗议者在美国波特兰参加示威活动。
新华社/路透

6月3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拿着蜡烛的男子
站在弗洛伊德死亡地点附近。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