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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中城建物业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迪威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王维新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01)

字第3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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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人：王维新

2020年9月16日

●文昌会文迈号冰季休闲小站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051374597，声明

作废。

●海南指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田亚恒）,声明作废。

●海南宝名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

年9月16日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邓伦权、邓伦华不慎遗失座落于

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卜达村

集体土地使用证，证书号：海口市

集用（2010）第047463号，声明作

废。

●邓伦富、邓伦华、邓伦权、邓海

二、邓海三、罗春强不慎遗失座落

于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卜达

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证书号：海口

市集用（2010）第047404号，声明

作废。

●许勤英不慎遗失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发票联，发票代码:

246001190619， 发 票 号 码:

00207313，特此声明。

●海南琼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陈永仙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14#205房

（100000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21111842，特此声明作废。

●陈永仙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14#205房

（750000元）购房款收据一张，编

号：21111851，特此声明作废。

●符国忠遗失白沙县南开乡南开

村委会什付村林权证，证号：白府

林证字（2008）第009245号，现声

明作废。

债权申报公告
海南云南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号：
20126368-3）因被吊销营业执照，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
弃债权。债权申报联系人：李明
晏，电话：13888570770、0871-
63163945，债权申报地址：云南省
昆明市东风东路84号云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机关服务中心。

海南云南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9月18日

●海南中劳基市政设施管理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澄迈运浩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王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口绿藤渔牧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壹本，注册号：

460100000326378（2-2），声明作

废

●赵正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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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收据编号：

0007899，金额：575484 元，特此

声明作废。

●文昌利福废品回收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卫生院不

慎遗失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

可 证 正 本 ， 登 记 号:

M46903457010010019 ，（有效

期限自2018年12月18日至2021

年12月17日），声明作废。

●海南捷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061916123,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20)琼01执192号之一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孟垂鹏
与被执行人符少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
执行人符少强名下位于海南省海
口市大英菜街7号农电楼303房
(证号:89482)进行处置。如案外
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二○二○年九月七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因我机构无法收回董晓航名下位
于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东侧宝
信小区2#地块 3#住宅楼二单元
13A01 房,不动产权证书为琼
(2018) 澄 迈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30329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现公告作废。澄迈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 2020年9月15日

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将海南龙栖湾国际康
乐度假庄园A1-A8号楼的所有架
空层、地下车库及其它区域所有配
套设施无偿提供给海南龙栖湾国
际康乐度假庄园全体业主作为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使用。
特此承诺

海南龙栖湾发展置业有限公司

通告
经海口市政府规划部门审查批准，

同意我们在省制药厂东侧之地，建

设三幢住房（赵贤梅、李千慧A1

幢，潘永强A2幢，周莉娜、黄龙力

B幢）。住房建好后，需申请规划

部门来人核实验收。由于客观原

因，2007年起三家没有一起申请

规划部门派人核实验收。现周莉

娜、黄龙力B幢将于2020年 9月

25日申请海口市龙华区规划分局

派人来核实验收，其他两家逾期不

申请，周莉娜、黄龙力B幢将独自

申请办理。以便办妥房产证业务，

希望其他两幢住房支持协助。联

系电话：13907552968

周莉娜、黄龙力B幢

● 潘 丽 华 ( 身 份 证 号 ：

460004********0040）遗失海南

省机电工程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

业毕业证书，证号：20033352，特

此声明作废。

●王莉（2020年9月17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034198811040440，特 此 声

明。

●海口市基督教山高聚会点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11358

401，编号641000180188，现声明

作废。

●汪东遗失专职律师执业证一本，

证号：14601200510162346，流水

号11251335，声明作废。

●海南国岛律师事务所杨晓峰遗

失 律 师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90201810069342，流 水 号 ：

11008171，声明作废。

●海南冼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60000698946868D，

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皖月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J46010600001614，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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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土地招商合作
30亩土地诚招开发商合作开发。
电话：18976712666。

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认证电话：653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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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认证

大同路临街30m2商铺66678999

铺面特价出售

土地招商合作

通 知

法院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华盛顿9月17日电（记
者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国会众议院
17日以243票赞成、164票反对的结
果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所有形式的与
新冠病毒相关的反亚裔情绪”，包括

“中国病毒”提法。
决议强调，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

疾控中心均已申明，将病毒名称与特

定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污名
化做法。决议谴责一切与新冠疫情
相关的具有种族歧视、排外或反亚裔
情绪的言论，并呼吁联邦执法部门与
地方当局合作，将对亚裔施暴的犯罪
者绳之以法。

投票前，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
西批评一些华盛顿政客助长了对

亚裔的偏见，指责白宫“使用危险、
虚假和冒犯性的术语描述新冠病
毒”。佩洛西说：“正如（美国）疾控
中心卫生官员所说，污名化是公众
健康的敌人。”

这项决议不具强制约束力，不需
要送参议院批准或总统签署。今年早
些时候，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民

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等3名参议
员在国会参议院发起类似决议，但参
议院尚未投票表决。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多地针
对亚裔美国人的骚扰和暴力事件增
加。美国媒体和专家指出，一些政客
反复使用“中国病毒”之类的提法，助
长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

美众议院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病毒”表述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
卢格17日表示，欧洲国家应加强协调
合作，以科学态度应对新冠疫情反
弹。他说，欧洲地区每周新增确诊病
例已超过今年3月疫情“峰值”时的情
况，“这应该为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确诊病
例比前一天增加3635例，已连续10
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累
计确诊232628例；累计死亡9222例。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7日通
报，当地时间16日零时至17日零时，首
尔市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3例，连续两
天呈现回升趋势。首尔市政府防疫部
门表示，最近新增病例的一大特点是感
染路径不明的比例较高，意味着首尔市
社区存在无症状潜伏性感染。

以色列卫生部16日晚公布的数
据显示，该国新增确诊病例6063例，
这是新冠疫情在以色列暴发以来最大
单日新增数。根据以色列政府安排，

该国将从18日起实施为期3周的全
国范围“封城”措施。

法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长让-米
歇尔·布朗凯16日说，自9月1日开学
以来，全国已有81所学校因出现新冠
确诊病例而被迫关闭。

巴西国会众议院议长罗德里戈·
马亚16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据
众议院官网介绍，马亚目前症状轻微，
正在接受治疗。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新
任院长路易斯·富克斯14日被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马亚曾在10日出席其就
职仪式。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15日表
示，该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
作研发的新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中，
一些参与试验的志愿者出现轻度至中
度副作用反应。参与临床试验的志愿
者出现的副作用反应包括疲劳、头痛、
发冷、肌肉疼痛等，一些志愿者还有发
烧症状，部分志愿者出现高烧。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17日警
告，如果近期新冠病例激增势头持续，加拿大
可能丧失让疫情处于可控水平的能力。

加拿大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接近14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000例。谭咏诗
说，加拿大最近一周平均单日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779例，是7月的两倍多。加拿大一些
省份的官员认为，人员聚集活动增多是疫情
反弹主要原因。

“每天报告的新病例持续增加令人担
忧，”谭咏诗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病毒持续
扩散，情况可能迅速变化，我们可能丧失把新
冠病例维持在可控水平的能力。”

谭咏诗发表声明几小时前，加拿大人口
大省安大略省一名消息人士说，政府考虑在

3个疫情“热点”地区收紧人员聚集的限制举
措，把室内聚集上限从50人下调至10人，把
室外聚集上限从100人下调至25人。

路透社报道，受新冠病例激增和学校要
求绝大部分学生及有轻微症状的家长做病毒
检测影响，数以万计加拿大人近日涌向新冠
病毒检测机构，不少人需等待数小时才能接
受检测。

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说，保守党领导人
埃林·奥图尔和家人16日排队数小时等待检
测，却因检测机构已达饱和状态而没能接受
检测，17日前往一家专门为议员做检测的机
构才得以完成检测。奥图尔批评总理贾斯
廷·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应为检测滞后
承担责任。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全球，3000万！
美国，667万！

首席公共卫生官警告

加拿大疫情或“失控”

全球疫情简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确诊病例突破3000万例，达30065728例

死亡病例为944604例

9月1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处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外，一名
医护人员为等候检测的人消毒手部。 新华社发（邹峥摄）

从眉毛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自恋
吗？加拿大麦科文大学心理学研究者给
出肯定答案，因此获得今年“搞笑诺贝尔
奖”心理学奖。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网站报道，研究人
员对数百人展开研究后得出结论，眉毛越
粗、越浓、颜色越深的人越自恋。

除此之外，美国杂志《不大可能的研
究年鉴》17日还颁发今年“搞笑诺贝尔
奖”另9个奖项。获奖者研究选题古怪而

不可思议，令人发笑的同时引人思考。这
是“搞笑诺贝尔奖”主要评选标准。

今年其他获奖项目涉及冷冻粪便做
刀能否使用、蚯蚓高频振动会怎样以及鳄
鱼吸入氦气会发出什么声音等。这些选
题看似滑稽可笑，实际上却是对现实生活
和问题的深入探索和解决。

“搞笑诺贝尔奖”往年在哈佛大学举
行颁奖典礼，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颁奖
礼改为线上举行。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搞笑诺奖”教你识别“自恋狂”

美国明尼苏达州男子约瑟夫·格里萨
莫尔留了7年头发，打造出1米多高的莫
西干发型，因此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格里萨莫尔现年42岁，曾是名心理咨
询师，如今凭借高108.2厘米的莫西干发
型载入2021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

格里萨莫尔2007年尝试凭借留了
10年的长发挑战莫西干发型世界纪录，
但当时因没剃光两侧头发而失败。2013
年，他决定全力以赴再次挑战纪录。

格里萨莫尔有一套严格的护发程序，
例如，不用洗发水，多用护发素，用一把用
了20年的特殊刷子梳理头发。做莫西干
发型需要他本人、母亲、妻子和发型师通力
合作一两个小时，而做完发型后，从拆掉发
型、洗发到梳理通常会再用掉2小时。

莫西干发型原是北美印第安人莫霍
克人男性所蓄发型，头皮两侧头发全部剃
光，仅中间留形似马鬃的头发。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美一男子留全球最高莫西干发型

加拿大一名男子任由乘坐的汽车在
自主驾驶模式下超速行驶，自己却在方向
盘后打盹。

英国广播公司在18日报道中没有提
及这名男子姓名，仅说他因此遭危险驾驶
罪起诉，将在12月接受法庭审判。

这件事今年7月发生在加拿大阿尔
伯塔省一条公路上。当时警方注意到一
辆特斯拉S型汽车以140公里时速超速

行驶，但风挡玻璃后不见人影，于是打开
警车警灯，不料这辆汽车提速至150公里
时速，前方车辆纷纷避让。

驾驶座上是一名现年20岁的加拿大
男子。他因超速和疲劳驾驶最初被吊销
驾照24小时，后来遭危险驾驶罪起诉。

特斯拉汽车目前配备二级自主驾驶
系统，要求驾驶员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必须
手握方向盘。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汽车自主驾驶超速 司机方向盘后打盹

新华社悉尼9月 18日电 （记者郭
阳）梵高沉浸式画展18日在澳大利亚悉
尼拉开帷幕，为当地市民和艺术爱好者带
来久违的艺术享受。

受新冠疫情影响，澳大利亚的博物馆
和美术馆一度关闭，线下的文化艺术活动
几乎完全停摆。本次沉浸式画展是悉尼
数月来举办的首个大型展览。

展览运用多屏幕投影、环绕立体声等
感映技术，生动地呈现了《向日葵》《盛开
的杏花》《罗纳河上的星夜》等梵高的代表

作，以及他留下的手稿和书信。走进展
厅，仿佛走进梵高画中的世界，向日葵在
展厅四周绚丽绽放，杏花花瓣随风飞舞，
河上波光粼粼、上空星光闪烁……

画展负责人埃玛·特里格斯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当地疫情逐步得到控
制，人们应当重温艺术带来的欢乐。

为了确保观众的安全，画展采取了严
格的防控措施。除了限制同一时间观展
的人数外，每个观众都必须测量体温、佩
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梵高沉浸式画展为悉尼观众带来艺术享受

9月17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媒体记者参观梵高画展。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截至北京时间18日9时50分

确诊病例达6674070例

死亡病例为 197615例
美国

全球累计新冠

清洁工在纽约的哈德逊广场购物中心工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