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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沈利荣遗失江苏中南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CJLHJ07-

02-0302的装修保证金3000元，

收 据 号 ：HNQYS180246737 和

CJLHJ07-03-0303的装修保证

金 3000 元 ， 收 据 号 ：

HNQYS180246734，声明作废。

●海口市第三十三小学 2001 年

11月5日在建行海口龙华支行开

户预留的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

作废。新的公章于2007年4月24

日起启用。

●魏磊不慎遗失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海甸岛五东路福海新城2幢505

房的房产证，证号为：HK100797，

声明作废。

●澄迈勇翔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琼C3721学教练车营运证副本，

营运证号：469023060605，现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电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

公章、财务章变形损坏，现声明作

废。

●徐亚珍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款收据，编号

是NoA0005381，特此声明。

●东方阳正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阳光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9541001,现声明作废。

●郭石带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海鸥区新兴二巷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陵国用(新)字

第0248号，声明作废。

●郑小月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7199007197923，特此声明。

●三亚旭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460200395795206Y，声 明 作

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20年 6月 21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A07版《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琼自然资告字（4）号），

地块编号：QZ-2020006号。现将

延期事项公告如下：1、提交书面申

请时间和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延期至2020年8月7日下午

17时00分（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

准）；2、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期至

2020年8月7日下午17时30分；

3、地块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20

年 8月10日上午11时30分，其

它公告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20年7月18日

尸体认领启示
高雪峰，男，43岁。流浪人员病倒

街头被我站送至西培医院救治。

2020年7月17日时，因病情恶化

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知情者

从本启示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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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海口龙华栖沐咖啡店：本委受理申

请人陈少云、梁梦清、张珍妮、蔡吴

晓、黄丽果、韦吉奋、周京、林蓉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121号-128号）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本委海劳人仲裁字〔2020〕第412-

414号仲裁裁决书,海劳人仲定字

〔2020〕第48、51-54号仲裁决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83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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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吴鹏翔同志：截止2020年7月14

日你已累计旷工29天和连续旷工

22天，期间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由于你的旷工行为致使你所在岗

位上的工作无法正常运转，给公司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公

司自今日起，正式与你解除双方于

2017年11月10日签订的《劳动合

同书》，并保留追究由于你的旷工

行为导致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的一

切权利，特此通知！此致

北大荒粮食集团（海南）贸易有限

公司 2020年7月14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7执1360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琼州大道支行与

被执行人骆永平、陈林、骆永兴、海

口锐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

月12日查封了被执行人骆永兴名

下位于海口市城西片区F-1-7-1

地块碧桂园·中央首府一期8号楼

1301房[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

动产证明第0020911号],查封期

限为三年。本院拟对上述查封的

不动产进行评估、拍卖，凡对上述

查封的不动产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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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日

阿拉莫纳Z2-1幢交房公告
尊敬的阿拉莫纳业主：您所购置的
万宁神州半岛阿拉莫纳项目Z2-1
幢已通过相关部门验收，达到合同
约定的房屋交付条件。为便于业
主收房，我司定于2020年8月21
日-30日在阿拉莫纳Z2-1幢现场
为业主集中办理收房手续。请各
业主按《入伙通知书》的提示准备
相关资料及费用，分批办理收房手
续，逾期则视为您认可我司已履行
完毕交付义务并同意收房。特此
公告！各业主若有需要了解和咨
询的问题，欢迎致电客户服务热
线：4008301888。恭祝各位业主
收房大吉，平安顺遂！
中海仁信（万宁）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9日

公 告
咱家有智慧接力（海南）科技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孙玮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

第195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0年8

月27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7月17日

公 告
海南星厨乐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符玉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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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

做出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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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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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00727期）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
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现状、净
价拍卖：琼AP6669，奥迪车一辆；
竞买保证金：1万元；展示时间及
地点：7月21日-23日，海口市长
滨三路6号鲁能中心；报名时间：
7月24日下午16时止（以保证金
到账为准）；报名及拍卖地点：海
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
场 3 层。咨询电话：68538965、
18976947136（微信同号）

注销公告
海口慧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4601002014121）拟向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符永清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460100196910110654，特此

声明。

●海口晨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460100589259807，声明作废。

●海南金协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

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章破损,声明作废。

●刘扬三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龙房租证〔2017〕第37761号，特此

声明。

●杨立杰遗失龙禧湾·偶寓（项目）

龙禧湾·偶寓2（单元）16（层）B9-

18（房）文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

件，合同备案号：WHL000010235；

遗失龙禧湾·偶寓B-918购房款

收据，收据号：6000710 金额：

27.8万元，声明作废。

●封莉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美

房租证〔2019〕第33337号，声明作

废。

●海口琼山高升电讯商店遗失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通

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

据(押金收据)，收据号：36308058，

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瑞祥坚果干果店食品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14601081862263，

声明作废。

●王绥平汽车电池店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9005600216755，特此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法院公告

拍卖公告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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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防水装修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裁定受理海南(重庆)经济开发总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根据

海南(重庆)经济开发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海南天皓律师事务

所的申请，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23日决定解除海南天皓律

师事务所的管理人职务，指定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为海南

(重庆)经济开发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

号龙珠大厦4层D座，联系电话: 66787881)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六月二十四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破9-3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厦门同歆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
12月12日裁定受理海口琼山宇龙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0年5月27日指定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为海口琼山宇龙
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口琼山宇龙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20年8月20日前，向海口琼山宇龙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
报债权(通讯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三十层;联
系人:何政华律师;联系电话:0898-68526218，13976416532,
传真:0898- 68526218)。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口琼山宇龙贸
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口琼山宇龙贸易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9月1日08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破5号

儋州市峨蔓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项目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儋州市峨蔓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委托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欢迎社会
各界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一、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的方式与途径：1、网站链接：
https://www.danzhou.gov.cn/（点击市政府部门→市农业农村
局）；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联系，联系方式见本公示
第四项。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
和个人以及关注本项目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获取方式：网络连接如下：https://www.
danzhou.gov.cn/（点击市政府部门→市农业农村局）。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欢迎公众以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建设单
位：儋州市畜牧渔业服务中心；联系人：吴兆国；联系电话：
13098945591；联系地址：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人民西路东腾修理厂
后面；环评单位：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王琢；电话：
15754177720；E-mail：75535820@qq.com；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中
央南街铂金大厦27A11楼131室。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示发布后的10个工作日内。

广告·热线：66810888

印度17日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
突破百万。至此，全球已有美国、巴
西和印度三个国家的确诊病例数破
百万。专家认为，民众执行防疫隔
离措施不严、为重启经济过早放松
管控措施等，是这些国家近期疫情
大幅反弹或者病例数持续增长的重
要原因。

美国仍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6日晚，美
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57万例，累计
死亡病例超过13.8万例。

近来，美国新冠疫情呈现出病例
增速快、年轻群体感染率高、西部和
南部新的疫情“重灾区”涌现、无症状
传播加剧等新特点，多地新冠住院病
例数不断刷新纪录。连日来的病例
数激增使医疗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西部和南部许多地区的医院接

诊量和床位几近饱和，医护人员、防
护设备和检测设备告急。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
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认为，全美
各地急于重启经济、仓促复工、防控
措施不到位等是美国疫情大幅反弹
的主要原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
校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告
诉新华社记者，无症状感染是目前
美国疫情防控的一大难点，未来很
有可能超过半数的感染者无症状，
尤其是 40 岁以下感染者。这部分
感染者因新冠住院或死亡的比例很
小，因此官方统计的确诊病例数无
法真实反映病毒传播的严重程度，
很可能加剧社区传播。

美国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成
员、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安东尼·福奇坦言，美国在确认无症状

感染者和年轻群体中病毒传播方面存
在问题，未能及时采取相应隔离措
施。一些州开放步伐过快，很多年轻
人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忽视保持社
交距离，加速了疫情蔓延。

巴西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
数仅次于美国。据巴西卫生部16日
数据，该国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200
万，达 2012151 例，累计死亡病例
76688例，两项均位列全球第二。巴
西卫生部指出，疫情已逐渐从大都市
和首府城市向小城镇蔓延。近几周，
巴西半数以上的新增确诊病例都来
自小城镇，而来自小城镇的死亡病例
数也大幅提升。

5月底开始，巴西各州为挽救经
济逐步恢复商业活动，大部分州先允
许商店和购物中心限时营业，随后逐
步开放餐饮场所和学校等，导致疫情
反弹。分析人士认为，巴西眼下重启

商业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压力。
巴西传染病学家安娜·雷斯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公众
健康应该摆在经济发展之前。现
在一些人开始聚会甚至不戴口罩，
做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不
排除大都市的疫情重新加重的可
能。在疫苗上市之前，保持隔离距
离格外重要。”

巴西流行病学家保罗·梅内塞斯
认为，目前巴西疫情正从大城市向小
城镇蔓延，各地卫生系统水平差异较
大，而经济活动的重启势必增加人员
聚集和直接接触，这将有可能导致部
分地方卫生系统崩溃。

印度是第三个累计确诊病例数
突破100万的国家。该国卫生部17
日数据显示，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已达 1003832 例，其中死亡 25602
例。印度专家预测称，按照当前趋势

发展，未来1个月内印度确诊病例将
突破200万例。

迫于经济压力，印度6月初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部分解除封锁，而后确
诊病例出现激增。数据显示，印度在
6月3日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0万例，
此后的一个半月内增加了80万例。
鉴于当前各地确诊病例不断攀升，特
别是大部分地区解封后疫情开始向
规模稍小的城市蔓延，印度国内相
继有10多个邦或地区宣布再次进入
封锁状态。

专家表示，下一阶段需要重点关
注农村地区。印度基督教医学院病毒
学家雅各布·约翰16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新冠疫情传播范围较广，
政府应尽可能多地开展检测，以便能
跟踪和隔离被感染者，这对未来控制
疫情在农村地区传播至关重要。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德国外长反对美国威胁制裁
“北溪-2”输气管道项目

新华社柏林7月16日电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
16日表示，反对美国日前威胁对参与“北溪-2”输
气管道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美国政府宣布制裁
欧洲企业的措施，是无视欧洲对能源来源和获得
方式的自主决定权。欧洲能源政策应由欧洲制
定，而不是美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5日说，美方将对该项目
参与方实施制裁，指责该项目是俄罗斯增强欧洲
对其能源依赖以及破坏跨大西洋安全的工具。

7月15日，印度医务人员在重症监护室照顾患者。 新华社/法新7月16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居民戴口罩出行。 新华社发7月16日，人们在纽约一家商场外排队等待进店购物。新华社发

美疾控中心：

纽约早期新冠病毒可能
主要源自欧洲和美其他地区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6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日发布的研究报告
称，通过分析纽约市早期新冠病毒阳性样本发现，
其基因序列与在欧洲和美国其他地区传播的病毒
基因序列相似，表明纽约早期新冠病毒可能主要
从欧洲和美国其他地区传入。

报告称，为查清新冠病毒是否发生本地传播，
纽约市卫生与心理卫生局3月1日至20日对6个
医院急诊科进行了哨点监测，采集了544个有流
感样症状但流感病毒检测呈阴性的病例样本。这
些样本被送至美疾控中心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其
中36例（约占6.6%）呈阳性。

巴赫宣布竞选连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姬烨 肖亚
卓）在17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6次全会上，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竞选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受疫情影响，本次全会是史上首次线上全
会。66岁的巴赫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国际奥委
会委员说：“过去几周，你们许多人跟我提起明年
主席选举的事情，我对于你们对我的鼓励和信任非
常感激，也深受触动。我再一次希望你们谅解，我
当时并未马上告诉你们答案，因为我想在同一时
间、用同样的话告诉你们所有人答案。如果你们
——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想，我已经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