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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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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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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遗失《工会经费收入专用票据
——机打票》5 张，票据编号：
1714808833——1714808837，声
明作废。
●海南益千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合同章一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MA5RCF4H1K）
声明作废。
●海南南派实业有限公司纳说人
识别号：91460100708830384Y，
中国-智利产地证（证书号为：
F207088303841003）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张顺鼎遗失警官证，证号公现役
字第1426276，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区时光医疗美容门诊
部不慎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副本，登记号：PDY70384X46010
617D1542，声明作废。
●陈海娟的护士执业证书证遗失，
证号：201546001035，声明作废。
●王朝晖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龙楼
镇淇水湾大道5号淇水湾伍号24
幢2单元1601房的不动产权证,
证号:琼（2019）文昌市不动产权
第0001263号，特此声明。
●深圳市中联大药房有限公司海
口百汇城分店遗失（冯家益）执业
药 师 注 册 证 ，注 册 证 编 号 ：
461218010651，资 格 证 书 号 ：
20170264602620174601280001
92，声明作废。
●张何乐遗失厨师证，证号：
1019210001423182，声明作废。

●海南正元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兰洋镇农业服务中心遗
失在儋州市兰洋农村信用合作社
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6018201，声明作废。
●海南中瀚建设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因日久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省索思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6000039798326XE，声明作废。
●海南鑫瑞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康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刘健、李颖不慎遗失海南海洋地
质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
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一张，发票
代码：246001490619，发票号码：
00165214，金额：347074元，特此
声明。
●李颖不慎遗失海南海洋地质后
勤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4600153320， 发 票 号 码 ：
05931257，金额：510000元，特此
声明。
●海南华磊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第十分公司遗失公章和法人章
（戴伟权），声明作废。
●陵水德梅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 公 司 遗 失 金 税 盘 ，税 号 ：
66161521066，现声明作废。
●海南博智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海南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库存物资处置投标保证金收据，
凭证号为：No：000467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省索思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拟
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54358922D），经今年6
月董事会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62768
万元减少为960624万元。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逾期不申报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东方宏锋创典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支行营业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410028068301
账号：2201026809200161825，声
明作废。
●程宝林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一
张，身份证号：420117198611220
035，特此声明作废。
●林海云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44600412001154，声明作废。
●文昌会文美味酒楼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27721，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潭牛黄宏河东风牌中型自
缷货车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5MA5T5MA46Y，特 此
声明作废。
●海南省地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东方长云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36169401，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兴运嘉超市不慎遗失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一本，许
可证号：469003100606，现特此
声明。
●海南京华海运有限公司遗失船
舶营运证，证编号:琼 sj（2020）
030，声明作废。
●海南中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琼E5658挂)车辆营运证，证
号462000062710，声明作废。
●洋浦天兴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琼E0719挂)车辆营运证，证
号:462000003406，声明作废。
●赵本新遗失执业医师证书，证书
号：110320115001646，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拆除CJ2016SL024号地块范围内

电线线路公告
我县拟近期出让位于石碌镇环城
东路东侧的 CJ2016SL024 号地
块。经核查，昌江光大矿业有限公
司在该地块上铺设一条电线线路，
影响了出让前期的“三通一平”工
作。今年7月3日及7月16日我局
已分别发文该司，要求组织开展上
述电线线路的迁移工作并将相关
情况报告，截至目前该司未做书面
回复。现我局将组织相关部门进
场拆除上述地块范围内的线路，有
异议者自公告之日起7天内向我局
提出，逾期我局将视为该司同意迁
移。本公告内容一经发布，视作已
通知相关当事人。特此公告。

解除合同告知书
致海口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我方于2020年6月10日向贵
司递交撤场报告要求解除《居然之
家招商合同》并实际离场，请贵司
结算租金否则责任自负。

海南沐辰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朱黎

2020年7月21日

注销公告
三亚沣汇贸易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三亚市内现有国有企业房产转让，
建筑面积6072平方米，价格面议；
另有酒店整体出租。
联系电话：18907605133

指界通知书
编号：0002315

海口市西门外74号户主（苏亚四、
陈弟兴）：现决定于2020年7月30
日上午10时00分，对海口市二轻
工业联社位于海口市解放西路7
号广场横路东侧的宗地进行地籍
调查，你二人作为该宗地相邻人应
出席现场指界。请你二人或委托
人依时出席，并带齐合法身份证明
（如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如不按
时出席指界，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68540239
1528974096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1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中村民
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0899301，声明作废。
●陈良福遗失座落于海南省定安
县大众中路16号福安佳园2#305
房房产权，证号：房权证定城镇字
第0011768号，声明作废。
●梁居海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证
号：460004196408150239，声明
作废。
● 陈 胜 利（ 身 份 证 号 码 ：
422126197002254022）于 2010
年12月7日在海南妇产科医院出
生一名男婴，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J460172001，声明作废。
●海口碧桂园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于2020年6月25日遗失销售
合同专用章（18），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善井村民委员会
原公章丶法人〈陈金美）印鉴遗失，
声明作废。
●梁其忠、梁昌轨、梁昌交遗失座落
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清泉村委
会文曲村土地证，证号：海口集用
（2010）第013321号，声明作废。
●梁其忠、梁昌轨、梁昌交遗失座落
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清泉村委
会文曲村土地证，证号：海口集用
（2010）第013414号，声明作废。
●韩爱容遗失坐落于文昌市翁田
镇龙北村民委员会五福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
第010513号,特此声明。
●屯昌县屯城镇东风幼儿园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4690223240
74823E，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厂房出租

超市招商

公告送达

公告
经董事会决议，我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七条
中第一、二、三、四项有关规定，原
已与药王门(海南)养生有限公司签
订的《股权投资认购协议》的全体
股东，请未缴纳股权认购款的股东
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足额一次性
付清，未按公告日内规定缴纳出资
的视为放弃，对给公司或者其他股
东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保留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
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

药王门(海南)养生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1日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防水装修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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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注销

海口大型超市专柜招商13307637007

指界通知

房产转让

广告·热线：66810888

民调落后 特朗普加大竞选广告力度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冯玉婧）地球和火星每两年会处于一
个适合展开太空任务的理想位置，而
接下来的几周内，地球就将迎来两年
一次的火星探测发射窗口期。在此期
间，多个国家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红
色星球”，希望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开展
火星探测。

由于地球和火星的公转周期不
同，两个行星大约每两年“相遇”一次，
即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距离最近。而在
此期间从地球上发射火星探测器可以
缩短抵达火星耗时，节省燃料，从而降
低“探火”成本。也正因如此，多个国
家在今年7月至8月迎来的火星探测
发射窗口期发射火星探测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希望”号火星
探测器已于20日由日本成功发射升
空。“希望”号不仅是阿联酋首个火星
探测器，也是阿拉伯世界首个火星探
测器。它重约1.5吨，设计寿命为2年，
主要任务是观测火星大气的温度和湿
度以及火星气候的变化等。“希望”号
将在距火星表面2万至4万公里的轨
道上环绕火星运行，大约每55小时绕
火星运行一圈。阿联酋政府曾在社交
媒体上指出，此次任务将为“阿拉伯地
区释放自豪、希望与和平的讯息”。

中国将于7月下旬到8月上旬择
机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发射天问
一号火星探测器，任务目标是通过一
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
测，获取火星探测科学数据。

美国航天局“毅力”号火星车计划
于7月30日发射升空，并将携首架火
星直升机“机智”号一同前往火星。按
计划，“毅力”号将于2021年 2月18
日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登
陆。其任务包括寻找可能在火星上存
在过的生命迹象，探索火星的气候和
地质特征，收集样本以备未来送回地
球，为人类登陆和探索火星探路等。

此外，欧洲航天局计划于2022年
发射火星探测器，日本计划于2024年
发射火星卫星火卫一探测器。

为何如此“钟爱”火星？欧航局表
示，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
行星，是研究地球外有无其他生命的
最合适的地方。有证据表明，火星曾
经存在水，这提供了潜在的宜居环境。

美航天局给出的解释是，探索火
星将可能有助于回答生命起源和演变
的问题，火星还可能在未来为人类提
供新的“家园”。此外，这项工作还有
助于激励下一代探索者并极大地扩展
人类知识。

地球将迎来两年一次的火星探测发射窗口期

这个暑期多国纷纷“探火”

7月20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成功发射升空。如果一切顺
利，“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将于2021年初抵达环火星轨道。图为搭载“希望”号火星探测器的H2A运载火箭从日本
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 新华社/美联

阿联酋首个火星探测器从日本发射升空

美国《政治报》同一天披露，特朗
普竞选团队已加大对6个“摇摆州”的
宣传攻势，以期“稀释”拜登在这些州
非洲裔和拉美裔选民中的领先优势。

特朗普阵营投放的电视广告强
调拜登1994年出任国会参议员时大
力支持刑法修订法案，指认施行该法
案导致少数族裔群体被判入狱比例
增加；针对拉美裔选民投放的西语广
告还质疑拜登的精神健康状态。

美国广告分析公司数据显示，仅
过去3周，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全国的
竞选广告花销已超过200万美元。

就特朗普阵营的攻击，2016年
总统选举期间出任希拉里·克林顿发
言人的卡伦·芬妮说：“非常明显，特
朗普竞选团队试图使用与2016年基
本相同的剧本。”

一些民主党竞选策略师指出，即
便特朗普眼下民意支持率落后，他的

广告攻击策略仍有可能削弱拜登在
关键州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在选战白
热化之时。

拜登目前在拉美裔选民间支持
率尚且不敌4年前的希拉里，尤其让
民主党担忧。这是因为不少拉美裔选
民在民主党党内预选阶段更青睐另一
名竞选人伯尼·桑德斯，且他们认为拜
登辅佐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时期政
府出台的移民遣返政策过于严苛。

桑德斯竞选团队的两名高级顾
问杰夫·韦弗和查克·罗查打算经由
其各自领导的非官方竞选机构“超级
政治行动委员会”投放总额数百万美
元的竞选广告，希望说服更多拉美裔
选民支持拜登。罗查说：“看到特朗
普的广告，像我这样的竞选活动老手
就知道，他们掌握的（民调支持率）数
据跟我们一样。”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加强宣传

近期美国多项民
意调查显示，共和党
籍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民意支持率明显落
后于锁定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提名的前副总
统乔·拜登。但特朗
普本人指认这些民调
“虚假”，甚至暗示可
能不承认今年总统选
举结果。

另据美国媒体19
日报道，特朗普竞选
团队已加紧在多个关
键“摇摆州”投放竞选
广告。

一贯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美国
福克斯新闻频道19日播出提前录制
的特朗普专访内容。主播克里斯·华
莱士在访谈时揭晓福克斯最新民调
结果，显示特朗普民意支持率整体落
后拜登8个百分点。

这项民调显示，就应对新冠疫情
和抗议种族歧视活动的能力，拜登分
别领先特朗普17个和21个百分点；
甚至在特朗普的传统强项经济领域，
拜登也领先1个百分点。

其他民调显示类似结果。《华盛
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最新联合民
调显示，拜登在全国注册选民中支持
率高出特朗普15个百分点。美国

“清晰政治”网站所作统计显示，拜登
在多项民调中的平均支持率几乎领
先9个百分点。

但在特朗普看来，上述民调结果
都是“假的”，白宫调查显示他在全国
和关键“摇摆州”均保持领先。“我没
有输……那些民调2016年就作假，

现在更假。”
华莱士随后追问特朗普，未来会

否承认总统选举落败，特朗普重复自
己2016年竞选时说法，称“要看情
况”，“我得看看（形势）……我可不会
光说‘会’或‘不会’”。

法新社推断，拜登支持率上升缘
于民众日益怀疑特朗普政府的抗疫
表现。但特朗普坚称疫情数据居高
缘于美国新冠病毒检测量之大“让全
世界嫉妒”，他早期预测病毒某天会

自动“消失”的判断“终究是对的”。
特朗普还重申反对出台全国范围的
强制性“口罩令”。

就特朗普专访内容，拜登19日
回应说，特朗普早该听取除自己以
外的人士意见，“因为在连续6个月
致命的管理失当后，病毒传播更加
失控”。“总统先生，你的无知既不是
美德也不彰显个人力量，它正全方
位削弱我们应对这场前所未有危机
的能力。”

拒绝认输

为商定疫情后经济复苏而召开的欧盟峰会仍
未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7月20日凌晨宣布再次延长会期，各方将于当天
下午继续开会商讨。本次峰会于17日召开，是新
冠疫情在欧洲暴发以来，欧盟各国领导人首次举
行的面对面会议。会议原计划于18日闭幕。

图为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右）离开位于比
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理事会大楼。 新华社/美联

欧盟峰会再次延长会期

伊朗处决一名美国间谍
新华社德黑兰7月20日电（记者陈霖）据伊

通社20日报道，伊朗当天上午处决了穆罕默德·
穆萨维·马吉德，后者被证实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
以色列摩萨德提供情报，包括有关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情报。

伊朗司法部发言人伊斯梅利说，穆萨维·马吉
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之一，因出卖在伊拉
克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的“圣城旅”部队司
令部所在地等情报，此前被法院判处死刑。

“圣城旅”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年
1月，“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
遭美军空袭身亡。不过，伊朗司法机构6月在一
份声明中说，穆萨维·马吉德获刑与苏莱曼尼之死
无关，因为前者2018年10月已被逮捕。

伊拉克首都“绿区”
遭火箭弹袭击

据新华社巴格达7月19日电（记者白平）伊
拉克军方19日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绿
区”当天遭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说，当天下
午3枚“喀秋莎”火箭弹落在“绿区”，其中2枚爆
炸，1枚未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
击事件。

“绿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是伊拉克政府机
构以及美国和英国驻伊大使馆所在地。

俄舰队对进入黑海的
美国军舰进行监视

新华社莫斯科7月19日电（记者李奥）俄罗
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中心19日说，俄黑海舰队
正在对进入黑海水域的美国军舰进行监视。

俄媒体19日援引国家国防管理中心的声明
报道说，美国海军“波特”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
黑海水域，俄黑海舰队开始对其动向进行监视。

据悉，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9日宣布“波特”号
导弹驱逐舰前往黑海，参加美国、乌克兰等多国举
行的“海风-2020”联合军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