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新冠病例超220万
总统检测结果仍阳性

据新华社圣保罗7月22日电（记者宫若涵）巴
西卫生部当地时间22日18时50分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7860例，
创疫情发生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累计确诊
2227514 例；新增死亡病例 1284例，累计死亡
82771例；累计治愈病例1532138例。累计确诊
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巴西总统府22日宣布，总统博索纳罗21日接
受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依然呈阳性，但目前身体状
况良好。7月7日，博索纳罗宣布自己感染新冠病
毒，随后在医学团队的陪伴下于总统官邸办公。

7月22日，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总统官邸参
加升旗仪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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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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约东遗失灵山镇红丰村委会
用楠经济社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 海 口 市 集 用（2006）字 第
800043号,声明作废。
●程爱先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1803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 件（编 号 ：0009381、金 额:
10000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沐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D30U5L）遗 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生生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的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460000MC387409XW）遗失，
声明作废。
●覃红寨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990012015378，声明作
废。
●海南省符确历史文化研究会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4507801，声明作废。
● 陈 亚 和 ( 身 份 证 号 ：
440811195908100675)遗失海口
市龙华区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档案号：BY246 ,登记顺序号：
1647,现场编号：3A5，声明作废。
● 符 玉 林 （ 身 份 证 号 ：
460021195704153620), 于 2004
年3月31日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
镇卫生院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
遗失，编号为：E460022535，声明
作废。
●洋浦安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琼
E5001挂《道路运输证》正、副本，
证号:462000062028，声明作废。
●屯昌屯城四春物流站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本公司2020年 7月 23日刊登的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分

红派息对象更正为：截止2020年

7月24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清算公告
海口小龙人儿童教育培训中心拟

向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申请注销；并成立了清算组。请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债务。联

系人：龙传森，电话18608962898。

海口小龙人儿童教育培训中心清

算组 2020年7月23日

瑞海水城给水管改造施工工程项目

竞价公告
海南金银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琼
海分公司拟对瑞海水城给水管改
造施工工程项目组织竞价采购，欢
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竞价。
本次采购范围：建设地点为琼海瑞
海水城一期约400米DN200给水
主干管改造施工，工程规模约30
万元，具体以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
为准。竞价人请登录海南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http://
www.hi- expressway.com/）了
解详细公告内容。公告时间：
2020 年 7 月 24 日至 7 月 28 日。
联系电话：陈女士 13086066638。
海南金银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琼
海分公司 2020年7月23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马永国因保管不善，将其名下澄房

权证金江私字第04923号、05053

号不动产权证书遗失，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

动产权证书作废，自本声明刊登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后予以补发。

特此声明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7月20日

●洋浦安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琼
E2005挂《道路运输证》正、副本，
证号:462000062001，声明作废。
●文昌龙楼盛大施工队不慎遗失
法定代表人(王向)私章，声明作废。
●中国石化集团海南经济开发有
限公司海南苯酐厂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刘燕东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B9
栋 1005 房款收据 1 张，票据号
LD：0000438，金额 39906 元，特
此声明作废。
●万宁腾安商贸有限公司新中门
市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分)469006000016306，声明
作废。
●杨振瑞不慎遗失中国移动国际
漫游押金条，号码:1849425，金
额:2000元，声明作废。
●王国芹、贾炳艺不慎遗失坐落于
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
海湾温泉家园五期二区16号楼
1302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
（2018）乐 东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8418号，特此声明。
●海南永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的
滨江海岸三期(一期)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其中
一 本 副 本 ， 编 号 ：
460100201607200201，特 此 声
明。
●高从峰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建 字 第
4690022017000118号，现声明作
废。
●兹有海南鼎尚置业有限公司
2013年 1月 1日至2016年 12月
31日使用的财务专用章及法人章
各一枚废损并遗失，现声明作废。
●保亭县新政镇洪发养猪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05执529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何少娥与被执行
人陈华、海南全库商品调剂(网络)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查封了全库公司名
下位于万宁市万城镇解放南路东
关洋第一幢103号房、305号房、
第七幢东边第7-001号房、7-013
号房、第二幢东边第2-001号房、
2-002号房、2-003号房,现拟进
行处置。对房产权属有异议者,可
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立案
庭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
处置。
特此公告

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根据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执行
裁定书（2020)琼9023执734号文
的通知，现将林婉清名下位于海南
省澄迈县金江镇金山东路东园小
区海南·金城帝景广场 1 号楼
1401房过户给高志勇。因被执行
人拒不配合，我机构无法收回其不
动产权证书，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现将证号为琼（2019)澄迈县不
动产权第0009840号的不动产权
证书公告作废。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7月20日

遗失声明
深圳市率先电器有限公司临高加
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9028000006940 及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张洁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凭
证，凭证号：1136，声明作废。
●曾庆隆不慎将坐落于临高县新
盈镇跃进街118号不动产权证书
遗失，不动产权证号：临房字第
001223号，声明作废。
●海南瀚翔航空体育项目投资有
限公司的党支部专用章破损，声明
作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行银行卡部遗失银行卡业务专
用章（63号）、银行卡业务专用章
（74号）、银行卡业务专用章（76
号）,现声明作废。
●龚小刚不慎遗失恒大名都车位
B184的《海南·恒大名都楼宇认购
书》一张，（编号：0001294）和收据
三张〔编号分别：HN1834464（金
额：1472元）、HN1834463（金额：
25000 元）、HN1834465（金额：
160元）〕，声明作废。
●郭晓彬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1901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 件（编 号 ：0009383、金 额:
10000元；）,现声明作废。
●王嘉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B8
栋1903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原
件（编号：0009382、金额:10000
元；）,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不动产

法院公告

公告送达

声明
本 人 苏 莹 ，身 份 证 号 ：
440682198708092345，为海南凯
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公司
正在文昌开发的铂湾公馆项目未
取得核发预售证，土地使用权被有
权机关查封，股权已质押。据此，
铂湾公馆项目是依法不能销售的，
如另一股东骆军贤利用大股东身
份和控制公司的便利条件，擅自以
公司名义开展销售、私签合同、收
取房款等行为，则属故意欺骗购房
者和市民，其行为和后果应由骆军
贤负全部责任，且概与本人无关，
本人保留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
利。特此声明

苏莹
2020年7月21日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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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修

减资注销

注销公告
海南省农业技术培训中心拟向海

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7月10日起90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天意科技网络有限公司拟向

洋浦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司办理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中华易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由股东决定将原注册资本

8600万元减少至4600万元，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成美国际养老康复中心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6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6334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联系人：詹偲塬 联系电话：
13876698443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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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华盛顿7月22日电 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22日发表声明说，7月
21日，美方突然单方面要求中方限时
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对中方发
起的政治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约有
关规定，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十分蛮横

无理。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声明说，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

国内政。多年来，包括驻休斯敦总领
馆在内的中国驻美使领馆，始终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
事关系公约》规定在美履职，致力于
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合作，增进两国

人民互相了解和友谊。美方有关指
控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所用的
借口牵强附会，完全不成立，正可谓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声明指出，说到对等，中方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
事关系公约》为美驻华外交机构和人

员履职提供便利。反观美方，去年10
月和今年6月两次对中国驻美外交人
员无端设限，多次私自开拆中方的外交
邮袋，查扣中方公务用品。由于近期美
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视，中国驻美使
馆近期已经不止一次收到针对中国驻
美外交机构和人员安全的威胁。

声明说，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
领馆数量和外交领事人员数量而言，
美方远远多于中方。美方不要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声明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
销有关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将作
出正当和必要反应。

中国驻美使馆：

强烈谴责美方要求中方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方21日
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
馆。多国专家学者表示，这是美国单
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蛮横无
理。美国做法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破
坏，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极大削弱了其国际声誉。

苏丹双尼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
桑·绍里表示，美方做法是对中国的公
然政治挑衅，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准则。随着国内疫情日益严
重，美国为推卸责任滥用制裁大棒，执
意展示强权，尤其今年以来其任性和
蛮横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意图
通过政治挑衅扰乱中国发展，毫无疑
问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亚洲问
题专家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说，美国
做法是一个“荒谬和完全错误”的决
定，其目的是进行政治挑衅，这明显
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
则。他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整
体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一项选举策
略，是在将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
全球霸权削弱等责任归咎于他国。”

菲律宾智库人民参政权研究中心
政策研究负责人博比·图阿松说，美国

做法违反了国际和外交准则，美方给出
的理由站不住脚。目前，美国正在不断
发起对中国的挑衅行为，用一些毫无根
据的指控妖魔化和抹黑中国。这种做
法是一种出于选举目的的政治操作。

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政治学
院学者、亚洲问题专家康斯坦萨·霍
尔克拉说，美国多年来鼓吹“中国威
胁论”，关闭总领馆的做法十分罕见，
美国在“玩火”。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

关系专家毛里西奥·桑托罗说，美国
这一做法非常令人担忧。随着中国
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美国开始不惜
一切代价打压中国。在疫情蔓延阶
段，全球更加需要国际合作，美国的
做法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
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美国做
法出乎国际社会意料，完全没有可预
测性，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全世界
都要警惕白宫不按常理出牌的对外

政策。美国的行为破坏了正常国际
关系，也削弱了其国际声誉。

斯里兰卡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
阿桑加·阿贝亚古纳塞克拉说，美国
的行为令人不可接受，这完全是出于
选举需要的政治考量。中美需要找
到合作空间，加强两国保持了四十多
年的合作关系。当前最为重要的是，
中美双方应尽可能地探索缓解紧张
局势的战略空间。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
学者胡逸山说，在国际法里，两国的领
事关系主要是由《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来规范。但关闭领馆与否，主要
还是看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美国对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下达关闭令，意
味着美方不惜让双边关系恶化。

美方日前突然单方面要求中方
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对中
方发起的政治挑衅，是对华采取的前
所未有的升级行动。国际社会普遍
认为，这一蛮横无理的行径严重违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蓄意破
坏中美关系。美方如何沦为国际规
则和利益的破坏者？

单边霸凌危害国际关系

多年来，包括驻休斯敦总领馆在
内的中国驻美使领馆，致力于促进中
美两国的交往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
互了解和友谊。美方的有关指控毫
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所用的借口
牵强附会，完全不成立，正可谓“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
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孔庆江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一国突然
要求他国关闭总领馆，此事在国际关
系中极其罕见，再加上要求限时闭
馆，更加反常和霸蛮。“这表明，中美
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特别是中美建交
以来积累起的情谊，正在被今天的美
国政府侵蚀消耗。”

这是美方单边主义、霸凌行为的
再次升级，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
利互惠的国家间相处之道南辕北辙，
危害国际关系。

孔庆江表示，与使馆一样，领事
馆是维持国家间正常关系的重要载
体和渠道，是维系并确保国家间关
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方做
法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是
十分恶劣的。

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政治学院
学者康斯坦萨·霍尔克拉指出，美国关
闭总领馆的做法十分罕见，美国是在

“玩火”。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和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董事阿里·萨瓦

尔·纳克维则对此发问：美国此举令人震
惊，让人们担心美国将把世界带向何方？

违反准则制造危险反例

美方去年10月和今年6月两次
对中国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限，多次
私自拆开中方的外交邮袋，查扣中方
公务用品。由于近期美方肆意污名
化和煽动仇视，中国驻美使馆近期已
经不止一次收到针对中国驻美外交
机构和人员安全的威胁。美方做法
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孔庆江表示，“有关外交邮袋的
相关规则最终被写入《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第二十七条，不言而喻，美方
打开外交邮袋的行径，侵犯公约规定
的使馆及外交人员的通信自由，违反
了国际法。”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接受国应为
派遣国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履职提供

便利。然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
家和第一大经济体，却在世界面前制
造了危险的反例。

美方为何执意冒天下之大不韪？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
委员、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
阿巴斯·扎基指出，美方的做法暴露出
美国政府的内部混乱，表明美国已经
失去了自信；美方的做法违反了国际
规则，暴露了美国政府的虚弱。

政治私利损害全球利益

当前，全球抗疫正处于关键时期，
大部分地区的重启复苏步履维艰，世
界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然而，美国
政府对中方发起政治挑衅，对多边机
制频频注入负能量，凸显其对世界和
本国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与行为。而
其背后，是国内政治私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
授郑永年指出，关闭中国驻休斯敦

总领馆，是美国政府发出的“选举
肢体语言”，是在民意调查支持率
落后时采取的选举策略，企图用这
一出格动作造势。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
理事长许庆琦认为，美国一些政客试
图全方位打压中国以谋取自身政治
利益，转移舆论对美国政府应对国内
疫情不力的注意力。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向
中方甩锅推责，将疫情政治化，对中
国进行污名化攻击。美方利用“中国
牌”为国内政治服务，损害中美关系，
也损害全球利益。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拉丁美
洲社会科学系中国研究部主任朱莉
安娜·冈萨雷斯表示，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为促进世界的抗疫合作发挥了
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美国却在背道
而驰，不仅破坏了与中国的联系，还
将抗疫国际合作置于危险境地。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对华挑衅，美方如何成为国际规则和利益的破坏者

美国单方面的政治挑衅之举
——多国人士批评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病例超1500万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3日6时35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15077182例，死亡病例为
620257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
病例达3955860例，死亡病例为142942例。

科研人员绘出
迄今最大三维宇宙地图

新华社日内瓦7月22日电（记者刘曲）一个国
际科研团队近日完成了对宇宙中数百万个星系和
类星体的分析，并发布了迄今最大的三维宇宙地图。

绘出这份地图的是多国科研人员组成的“扩
展重子振荡光谱巡天（eBOSS）”项目，它是世界
最大星系巡天项目“斯隆数字巡天（SDSS）”的一
部分。最新成果建立在世界各地数十家机构的
数百名科研人员超过20年合作的基础上，由eB-
OSS项目耗费数年完成。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该
校天体物理学家让-保罗·克奈布是eBOSS项目
的发起者。他说，在2012年发起这个项目时，目
的就是获得一份能反映宇宙整个历史的三维地
图，在其中显示遥远星系的分布等。

目前理论认为宇宙产生于约138亿年前的大
爆炸。通过理论分析和天文观测，科研人员此前
对宇宙的远古历史和最近的膨胀史都有相当了
解，但中间却存在一个约110亿年的认知缺口。
有关研究人员表示，新成果终于填补了这一空
白，是宇宙学领域的重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