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夜死亡

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非洲裔男子丹尼尔·普鲁德3月遭警察执法后窒息死亡。这一事件本周曝光后，当地7
名警察9月3日遭暂时停职。普鲁德死亡事件与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今年5月遭警察执法后窒息死亡几乎
如出一辙。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恐将引发新一轮全美反种族歧视、反警察暴力执法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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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鸿基旅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飞思特数据科技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2本，代码:91460200075726
973F，声明作废。

●和郁胜遗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购房预收款首付发票，
票号：04510032，金额：451689
元；房号：A3-A12-2-1903，特此
声明作废。
●李翠连于2020年9月1日遗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30197210081220，声明作废。
●海南省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会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395600122C，声明作废。
●文昌市抱罗镇抱锦村民委员会
下市山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
(陈泽)法人代表私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浦银壹叁肆号（海口）航运租赁
有限公司的公章一枚破损，现声明
作废。
●浦银壹叁陆号（海口）航运租赁
有限公司的公章一枚破损，现声明
作废。
●浦银壹叁柒号（海口）航运租赁
有限公司的公章一枚破损，现声明
作废。
●浦银壹叁伍号（海口）航运租赁
有限公司的公章一枚破损，现声明
作废。

公告
2020年9月4日东方市福安书画
院在东方市民政局登记成立民办
非企业单位的申请书已获批准。
统一信用代码：52469007MJY52
8762L，法人代表：李聪伶。
特此公告

东方市民政局
二○二○年九月四日

●李洁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东区2
栋 1702 收 款 收 据 ，编 号 ：
0000470，金额：20000 元；华侨
城·曦海岸项目认购书，编号：
0000243，声明作废。
●高梅英、马亚伯、马思惠、王俊遗
失座落于白沙县七坊镇中心卫生
院大院内A幢 302房房产证，证
号：白房权证2012字第6972号，
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中心小学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011001800304，发
票号码：10235599，声明作废。
●海南智德华一建材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洋浦干冲海圆糕点店遗失海南
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证明，
备案证明编号：（洋浦经济开发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坊备字
（0013）号，声明作废。
● 王 槐 龙 （ 身 份 证 ：
460025198401013910）遗失长影
滨海（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商品房认购书，认购书编号：
0000038，收据编号为：0004462、
00044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鸿基旅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东方市美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证号469007000016253拟向东
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减资公告
海南危链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CCKC47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美华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34MA5T3H6H
20，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金由原注册资本伍仟万圆
整人民币减至壹仟万圆整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 1 天，于 2015
年 2月 3日在海口
市美兰区海南省中
医院旁边的小巷一

棵树下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
其它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
依法安置。联系电话：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20年9月4日

遗失声明
海口陆岛汇实业有限公司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遗失，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昌江黎族自治县税
务局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5份，号码为：0309334288、
0309334296、 0309334309、
0309334317、0309334325，声明
作废。
●海南逸海棠广告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因日久变形，声明作废。
●海南金色天地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051082149R）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顾琏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E区一组团5#1509产
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1525049，
金额:26021.74元，声明作废。
●董绍琴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二组团 1#
201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538384，金额:76083.18元，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海南丰众华长安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长安牌轿车合格证一份，
车 辆 识 别 代 号/车 架 号 ：
LS5A3DKEXLA714905，发动机
号：LN6AA015539，车辆型号：
SC7151AAB6，合 格 证 编 号 ：
WDV0X3220062044，声明作废。
●海南丁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原公司名称：海南丁宁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公司）遗失旧印章收缴
销毁登记表,声明作废。
●临高昌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市尚学外国语实验中学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肖典河）
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690076651015948，现特
此声明。
●乐东抱由帝豪大酒店不慎遗失
建设银行乐东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J6410006868301，现声明
作废。
●乐东抱由帝豪大酒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源通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信邦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74454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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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回收空调、旧货13976906892

回收旧货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商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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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市境
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
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在签
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签订《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0年
09月10日— 2020年 10月 07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
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20年10 月07 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0年09月25
日 08:30，截止时间：2020年10月09日11: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

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
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11:30 ，下午14：30至
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置
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件；
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2、
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工业用地投资强度指标应为≥44万元/亩。项目达
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
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
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
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及以
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配式方式
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
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2217899，联系人：陈先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5日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万让2017-
24-1(G)号地
块

位于万宁市后安
镇水声水库地段

面 积 出让年限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 挂牌起始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5.8525公顷
（合87.79亩）

50年
工业
用地

1≤容积率≤1.5建筑密
度≥30%绿地率≤20%
建筑限高≤24米

2352 2352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沈炳兴与被执行人黄少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依法查封被执行人黄少江名下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府城镇东线高速公路东侧海口海航城21号楼栋1单元26

层2604室（合同备案号：L00120269）房产。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二○二○年九月三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1365号

2020年8月28日，我局以《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公告》（三自然资告字〔2020〕37号）在《海南日报》、《三亚日报》、中
国土地市场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上发布了三亚互
联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规C6-01地块的挂牌出让公
告。按照公告规定该宗地原定于2020年9月29日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举办挂牌出让活动。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
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精神，因该宗地涉及部分规划要

素优化调整，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现终止上述该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出让时间另行安排。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88364406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4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05执838号

申请执行人莫海波与被执行人王桂容、黄海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黄海奇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海港路海口港西区6幢501房，现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2日
10时至2020年10月1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
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该房进行公
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
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3,具体拍卖内容请进入网
址查看)。特此公告

二○二○年九月三日
联系人：何法官 电话：0898-68617522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观 天下美国再现黑人“弗洛伊德式死亡”

7名警察被停职

普鲁德现年41岁，患有精神疾病。他的兄弟3
月 23日向当地警方报警求助，说普鲁德晚上跑出
家门。

警方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多名警察在现场，其
中多数看似是白人。他们在空旷的街道上发现全身
赤裸的普鲁德，随后给他戴上防吐头罩，以防飞沫传
播新冠病毒。

从视频中可以听见，普鲁德多次大喊“把（头
罩）……从我脸上拿走”“你们正试图杀死我”。他的
喊声逐渐变为哭声，声音慢慢低沉；几名警察则在一
旁说“冷静点”“别吐口水”。

其中一段视频显示，普鲁德戴着头罩，面朝地面
跪在地上，双手被手铐铐在身后。另一段视频显示，
普鲁德戴着头罩俯卧在地上，面朝下，一名警察以膝
盖压在他的背上，还有警察用手按住他的头；普鲁德
一动不动，小雪落在他的身上。

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警察发现普鲁德不再
动弹，把头罩拿下来，有人喊“开始心肺复苏”。几
分钟后，普鲁德被担架抬上一辆救护车。医院方
面说，普鲁德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死亡。

普鲁德的家人7天后同意移除维持普
鲁德生命的医疗设备。他3月30日被正式
宣告死亡。当地媒体报道，普鲁德的家人随
后申请调取警方执法记录仪所拍视频，最终
拿到事发经过记录，本周公之于众。

一名来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16岁少
女用不到15个小时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

美联社3日报道，名叫薇拉·里瓦德
的这名女孩9月1日上午9点半从英国多
佛入水，将近当晚12时在法国加莱沙滩
登陆，全程游泳53公里。

里瓦德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水温在18
摄氏度左右，由英国海峡游泳协会领航艇
陪伴，她的母亲和妹妹也在这艘船上。

按照海峡游泳协会规定，里瓦德横渡
海峡期间从未离开水面，游泳期间也没有
手扶任何浮在水面上的人或物体。不过，
她每45分钟稍作休息，一边踩水一边进
食补充能量的饮食。

里瓦德特意在游泳镜上装了灯，方便
天黑后领航艇看见自己。按照防疫规定，
横渡英吉利海峡前，里瓦德和家人在英国
隔离了14天。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16岁美国少女横渡英吉利海峡

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一名年轻母亲
涉嫌杀死5名1到8岁的子女，之后企图自
杀。当地居民得知这一悲剧后震惊不已。

德新社3日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涉案
母亲现年27岁，住在一幢公寓楼里，在家
中杀死年龄分别为1岁、2岁和3岁的三
个女儿和年龄分别为6岁和8岁的两个
儿子。警方未透露具体行凶手段。

这名母亲据信在杀死5个孩子后带11
岁长子前往离索林根30公里的杜塞尔多
夫。她3日下午1时47分跳到一列行驶中
的火车前自杀，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警方说，11岁的长子安然无恙，已送交
亲属照顾。这名母亲尚无法接受警方问
话。孩子们的父亲已从警方处得知消息。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一母亲涉嫌杀死5名子女

9月4日，一名救援人员在黎巴嫩贝鲁特发现生命迹象的居民区瓦砾中用追踪
设备开展搜救工作。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支携带搜救犬的搜救队3日晚上在一个居民区的
瓦砾下发现生命迹象，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贝鲁特港口区8月4日发生剧烈爆
炸，造成至少190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贝鲁特大爆炸瓦砾下发现生命迹象

社会顽疾

➡ 9月3日，一名男子在美国纽
约州罗切斯特市参加抗议示威活动
时呼喊口号。 新华社/路透

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援引一份法医尸检报告报道，普
鲁德死于身体遭约束后出现的窒息并发症。同时，他所服的
一种精神类药物引起的极度兴奋和急性中毒也是致死原因。

与普鲁德在警方执法中死亡类似的是，黑人男子乔
治·弗洛伊德5月25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
多名正在执法的警察按在地上，其中一名白人警察用膝
盖紧紧压住他的颈部。弗洛伊德多次喊“我喘不上气”，
但警察无动于衷。最终，弗洛伊德送医后死亡。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迄今
没有平息。其间，美国多地相继发生或曝光警察在没有
明确和正当理由情况下致死或枪击黑人事件，包括威斯
康星州基诺沙市一名黑人男子8月23日遭警察从背后
连开7枪而瘫痪，抗议浪潮因而多次出现新高峰。

罗切斯特市非洲裔市长洛夫莉·沃伦3日召开记者
会，宣布7名涉事警察暂时停职，说他们有“种
族歧视行为”，“我们的警察部门、我们的精神
健康医疗系统、我们的社会和我辜负了丹尼

尔·普鲁德先生”。
沃伦说，她直到8月4日才知道普

鲁德死亡的真实情况，罗切斯特市警察
局先前说普鲁德死于“吸毒过量”，而执
法记录仪显示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丹尼尔·普鲁德死于制度性和机
构性的种族歧视，我不会否认这一点，”
她说，“我要求对此伸张正义。”

罗切斯特市警察局2日说，已经启
动警局内部刑事调查。纽约州检察长
办公室同样说，已经就这一事件启动调
查。只是，不少民众对调查不买帐。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