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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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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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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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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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海南翼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
用章和发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翼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
用章和发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琼山晶祥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000420000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臣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柯可歌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
琼10119959，声明作废。

●罗志凯不慎遗失市政工程二级

建 造 师 注 册 证 证 书 ，编 号 ：

01674316，声明作废。

●焦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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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12386，金额：1019103元，特此

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来顺抱罗粉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1770727, 特此声

明作废。

●劳承衍遗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毕业证，证号:105531201105002

694，特此声明。

●陈亚宏遗失坐落于海甸福安上

村244号（原76号）101房的房屋

租赁证，房屋租赁证号：美房租证

【2019】第38123号，声明作废。

●王建兴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号：

00006905，声明作废。

●孙秀泽不慎遗失坐落于琼山府

城镇青竹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5586

号；孙秀泽房屋所有权证，证号：琼

山房字第C00039号。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商业储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301000332，声明作废。

●北京导氮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海口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特

此声明作废。

公告
屯昌县印刷厂目前在进行企业改
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劳动关系
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前在本单
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的债权债
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回
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不办理的
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系人：陈开
健13976074405。特此公告。
屯昌县印刷厂 2020年7月23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机械供应

公司门市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600301000742，声明作

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农业机械供应

公司门市部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百年丽人养生馆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9035600050731，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华畅房屋租赁中心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35601105333，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城内村

第三经济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陵水新村碧隆湾养生休闲会所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9034MA5T54YL9F，

声明作废。

●海南玉水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海洋不慎遗失海南省乐东县

九所新区山海湾温泉家园三期D

幢住宅楼322号的房产证，证号

为：spF2O12O0952，声明作废。

●何俊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编

号：20119011050010119851026

3123，声明作废。

●海南盛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 王亚军遗失警官证，证号:

460350，特此声明。

公告
海南壹快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童紫怡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0〕第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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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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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唐庆存同志：截止2020年7月22

日你已连续旷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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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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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恒信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海口分公司 2020年7月22日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王善飞遗失座落于仁兴镇美厚

村委会美厚墟一村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澄迈仁兴镇集用（2011）

第00861号，声明作废。

●王善飞遗失座落于仁兴镇美厚

村委会美厚墟一村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澄迈仁兴镇集用（2011）

第00892号，声明作废。

●吉文军遗失准迁证，证号：琼

00597050，声明作废。

●王康雄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新德村委会大

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

集用（2010）第008530号，声明作

废。

●黄春凤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凭证号：478，声明作废。

●琼海电荷电力设计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信用代码 91469002MA5T7EW

X27，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电荷电力设计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洋浦寰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法人:罗光旭)印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丁村鸿达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高凤平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一期A7栋905房收据贰张

号码为：0003540、0008642，声明

作废。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华兴荣房地产开发公司、郑先

平：本人邢跃已将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2010）海南一中民初字

第6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你

们应连带向本人返还人民币500

万元及利息所涉及的全部债权转

让给郑育灿、梁亮晓享有。请你们

向新债权人郑育灿、梁亮晓履行该

债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邢跃 2020年7月21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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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出租

超市招商

海口大型超市专柜招商13307637007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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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海南士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原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中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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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声明
因郭少燕办理海南省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有误，证号:万城镇乡字

第(2019)0531号，现向万宁市万城

镇规划建设管理所申请注销该证。

声明人:郭少燕 2020年7月22日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中国协力能源贸易有限公司致全

体股东（含中国富利进出口集团公

司），公司将于2020年8月6日上

午9:00在海口市滨海大道189号

比华利山庄综合楼召开股东会议，

商议股权、法定代表人和公司高管

等变更事宜，请公司股东准时参

加，未出席股东视为放弃表决权。

联系人：宋女士 13381010672。

特此公告！防水隔热

装 修

广告·热线：66810888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1日
恢复出席新冠疫情通报记者会，呼吁
人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戴口罩，说
他本人正在逐渐习惯这样做。

改态度
这是特朗普近三个月来首次出席

白宫疫情通报记者会。多家国际媒体
发现，他的语气、态度严肃且慎重，不
同于先前出席疫情通报会时的表现。

特朗普谈及疫情进展时说：“我
们国家一些地区做得非常好，另一些
不那么好。它（新冠疫情）缓解前或
许会先（变得）更加糟糕。”

美国多地疫情 6月以来恶化。
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
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近期新增确诊病
例飙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最新疫情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新冠
疫情最严重国家，迄今累计确诊超过

389万例，累计死亡接近14.2万例。
路透社数据显示，美国 21 日新增
57777例新冠确诊病例。

特朗普3月和4月主持白宫例
行记者会，通报政府应对疫情状况，
有时在问答环节批评州政府做法或
与记者争论。他4月底在一次记者
会上“即兴”提议医学界研究给患者
体内“注射消毒剂”以清除新冠病毒
的可能性，令舆论哗然。那以后，他
不再出席疫情通报记者会。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21日在疫
情通报会上的讲话基本依据白宫预
置信息，而非“即兴发挥”。另外，与
先前情况不同，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
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等白宫
抗疫工作组成员没有出席疫情通报
记者会。

作为正在竞选、寻求连任的共和
党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在近期民

意调查中落后于民主党对手、前副总
统乔·拜登。美联社解读，特朗普竞选
团队希望借疫情通报会平台，向公众
展现特朗普领导抗疫的形象。法新社
和美联社在各自报道中发问，不确定
特朗普21日的审慎态度能维持多久。

发倡议
特朗普21日在疫情通报会上呼

吁人们戴口罩。
“我们要求每个人，如果无法保

持社交距离，就戴口罩，不管你愿意
与否。它们会起作用，”特朗普说，他
正在习惯戴口罩，会在与多人相处时
或进入电梯时这么做，“我会渐渐地
用上它，任何可能有帮助的东西……
都是好事。”

他同时呼吁年轻人不要去拥挤
的酒吧或参加其他人员聚集的室内
活动，以避免感染。

特朗普迄今不支持出台全国范
围的强制性“口罩令”，希望由各地方
自行决策。特朗普11日视察一家部
队医院时戴口罩。那是他疫情期间
首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

缺席21日疫情通报记者会的福
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他乐见
特朗普开始呼吁戴口罩，“我相信，如
果我们在这类记者会上发出前后一

致、明确的信息，将非常有助于大家
清晰了解应该为控制疫情做什么”。

福奇先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的新冠病毒
检测能力有待提高。

特朗普21日在疫情通报会上提
及上述情况，承诺政府正致力于提高
病毒检测速度。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近三个月来首次出席白宫疫情简报会

特朗普呼吁戴口罩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21 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21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认为，
根据全美10个地区的抗体检测结果
进行估算，美国实际新冠感染人数可
能为官方统计数据的6至24倍。

这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
科学卷》上的研究称，美疾控中心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检测了3月23日至5月

12日期间从全美10个地区采集的
16025个不同年龄段人员的血清样
本，样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
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

这项研究旨在通过抗体检测结
果来估算美国实际新冠病毒感染人
数。根据血清新冠抗体阳性率结果
估算，这10个地区的新冠感染人数
是官方统计数字的6至24倍。

研究显示，根据抗体检测结果估
算的感染人数大大高于这些地区报
告的确诊病例数，这表明可能一些轻
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就医或进行
病毒检测。

研究称，官方报告的新冠病例数
量可能低估了社区感染的严重程
度。大规模血清学研究能够更好地
估算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

美实际新冠感染人数
可能为官方数据的6至24倍

美疾控中心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7月21日
电（记者和苗）诺贝尔基金会首席
执行官拉尔斯·海肯斯滕21日表
示，今年10月将照常宣布诺贝尔奖
各奖项名单，但受新冠疫情影响，
今年12月将不再举办一年一度的
诺贝尔奖颁奖晚宴。

海肯斯滕当天在接受瑞典《每
日新闻报》采访时表示，由于新冠
疫情在全球蔓延，原定于12月10
日举行的颁奖典礼和晚宴等庆祝
活动将受到严重影响，其中计划在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办的晚宴将
取消，音乐会等活动可能将在无现
场观众的情况下举办。

海肯斯滕解释晚宴取消的原

因时说，目前全球疫情现状不容乐
观，不适合大规模、近距离人群聚
集，且难以确定各位获奖者能否像
往年一样亲自抵达瑞典领奖。他
还表示，尚未确定颁奖典礼的举办
方式，但“肯定不会像往年一样”。

12月10日是瑞典化学家和发
明家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每年的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都安排在这一
天举行。依照惯例，当年各奖项获
奖者会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出席包括瑞典王室主要成员、政界
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在内千余人出
席的颁奖仪式和晚宴，还会参加获
奖者讲座、音乐会等一系列诺贝尔
周活动。

2020年诺贝尔奖颁奖晚宴
因新冠疫情取消

印度卫生和家庭
福利部21日发表声明
说，近日一项针对新冠
病毒的血清抗体检测显
示，首都新德里地区接
受检测者中近四分之一
的人结果呈阳性，其中
许多人可能曾是无症状
感染者。

图为在印度首都新
德里一处收治新冠患者
的方舱医院，医护人员
陪孩子们玩耍。

新华社/美联

印度首都近四分之一接受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者结果呈阳性

关注全球抗疫 普京签署总统令确定
2030年前俄国家发展目标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21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21日签署总统令，确定2030年前俄国家发展
目标，对俄经济、教育、城市建设和数字化等领域
的发展提出具体指标。

根据俄总统网站21日发布的总统令，为实现
突破性发展，增加人口数量，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俄罗斯在2030年前需完成一系列国家发展目标。

在经济领域，到2030年前俄在保持宏观经济
稳定的同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俄非资源和非能源产品出口额比2020年
增长不少于70%；对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2020
年实际增加至少70%。

在教育和民生方面，到2030年前俄中小学教
育质量进入世界前十；通过建立有效的高等教育
体系等措施，俄科研开发工作的总体规模跻身世
界前十；与 2017 年相比，贫困人口占比减少
50%；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岁；系统性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提高到70%。

在城市建设方面，到2030年前俄城市环境质
量指数比目前整体提高50%；在俄大城市集群区
域，符合规范的高质量道路占比不低于85%；建
立对所有固体垃圾进行分类的废弃物处理系统，
运往垃圾堆放场的垃圾总量比目前减少50%。

在数字化方面，到2030年前在具有社会重要
意义的公共服务领域电子化服务达95%；通过宽带
接入互联网的俄家庭占比达97%；在信息技术领
域，比2019年增加3倍投入用于俄国产解决方案。

据塔斯社21日报道，普京曾于2018年5月
签署总统令，确定了2024年前俄在社会、经济、教
育和科学等领域的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当
天签署的新总统令将部分国家发展目标的落实期
限由2024年前推迟到2030年前。

哥伦比亚军机坠毁9人丧生
新华社波哥大7月21日电（记者高春雨）哥

伦比亚军方 21日傍晚发布公告说，该国一架
UH-60军用“黑鹰”直升机当天坠毁。事发时机
上共有17人，事故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2
人失踪。

当天凌晨，直升机从哥东南部瓜维亚雷省会
圣何塞起飞，计划参与打击非法武装的任务，随后
失联。哥军方救援队当天中午在伊尼里达河流经
瓜维亚雷省的地区发现飞机残骸，并找到9具遇
难者遗体。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7月21日主持内阁
会议。这是自3月17日以来，约翰逊首次主持面
对面内阁会议。受新冠疫情影响，每周在唐宁街
10号首相府举行的例行内阁会议取消，而代之以
远程会议。图为鲍里斯·约翰逊（右一）结束内阁
会议后离开。 新华社/美联

英国内阁4个月来
首次面对面开会

7月 21日，在
美国华盛顿白宫，美
国总统特朗普出席
新冠疫情简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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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2 日电
（记者华义）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统计，截至22日21时30分（北京
时间22日20时30分），日本当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5例，创下疫
情发生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累
计确诊27270例。

22日，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
238例，累计确诊达 10054 例；大
阪府新增确诊病例 121 例，也创
下疫情以来最高日增纪录。当
日日本新增死亡 1例，累计死亡

990例。
日本从23日起将进入4天连

休假期，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
22日呼吁人们避免不紧急不必要
的外出和跨县移动。东京都知事小
池百合子22日也呼吁东京都民众
假期尽量避免外出。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2日统计，
日本全国确诊患者中已有20651人
出院或结束隔离，通过聚合酶链式
反应（PCR）方式检测人数累计约
67万。

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病例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