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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朱东平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证书编号：02348501，特此声
明。
●王帅钧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准字01205259号，声明作
废。
●王和平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准字01205260号，声明作
废。
●王和平、王帅钧遗失户口迁移
证，证号：蒙迁字第10110954，声
明作废。
●海口琼山兰聚阁饮吧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71357817，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云胖烤鸭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1954243，声明作废。

●东方四更镇尚荣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吴钟汉遗失座落于八所镇福民
路，使用面积：300平方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
字第3430号，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金永文具商行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30018423，声明作废。
●陈敬新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199846141460001500222221，
声明作废。
●陈敬新遗失执业医师证，证号：
141460001000004，声明作废。
● 冯 艳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921197501560426）于 2007
年 10月19日在海南妇产科医院
出生一名男婴，其出生证遗失，编
号：H460109201，声明作废。
●方茗亮不慎遗失消防员证，证
号：应急消字第20802075号，声
明作废。
●海南金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庚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破损,声明作废。
●三亚贾自法寿司店不慎遗失食
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2001329137，声明作废。
●海南绿金时代高效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丢失，声
明作废。

460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
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01713），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4日

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叉河组团污水处理厂工程环评

公示
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附近居
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网站：
http://www.zghbgjw.com/in-
dex.aspx?menuid=5&type=ar-
ticleinfo&lanmuid=10&infoid=
183&language=cn
建设单位：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联系人：孙磊；
电话：13976275667
邮箱：1364722072@qq.com
起止时间：2020 年 9 月 23 日-
2020年10月12日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韦雪芬拟继承肖东遗留的坐落于
海口市海垦路海南农垦海秀干休
所宿舍4幢401房的房产及相应
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号：海
口市房权证海房改字第67574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海口市国用
（2001）第FG008333号】，自本公
示发布日起七日内如有利害关系
人有异议，可向我处提出。联系
人：王公证员，电话：68563971。

公 告
屯昌县第二运输公司目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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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明，电话：18489033135，
特此公告。屯昌县第二运输公司

2020年9月24日

书、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以及
相关证据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0年9月24日

公 告
海口玛特健身会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付宇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第
188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决字
〔2020〕第66号仲裁决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决定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
联系电话:0898-66701713），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本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4日

公 告
海口玛特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谢春香、郑曹露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 189、194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20〕第 459-

●王崴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有

限公司温泉庄园3#3A06收款证

明收据两张，编号：0009685 号，

0001623号，声明作废。

●高树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有

限公司温泉庄园1#3A10收款证

明收据一张，编号：0009684号，声

明作废。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儋

州分公司）艺进儋州洛基代理点遗

失服务保证金发票一张（金额：

5000元整），票号00002105,声明

作废。

●刘名富遗失船名琼万宁26648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号码:琼

万宁0326648号，现声明作废。

●苏小柳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110460028000202，特此声明。

●符晶莹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110460028000205，特此声明。

●张林遗失海口市（龙华区）教育

局颁发的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

号 ：964600220000432，声 明 作

废。

●海南省规划展览馆（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46000056242135XY）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三亚市丹州小区住宅拍卖
拍卖热线:13807631116

会议通知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海南天
津汽车特约维修中心于2020年8
月2日成立了清算组，并在海南日
报刊登了注销公告，拟定于2020
年10月12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悦
庭酒店（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33
号）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内容：注销
海南天津汽车特约维修中心。联
系 人 ：冯 勇 杰 ，联 系 电 话 ：
13920240156。

海南天津汽车特约维修中心
2020年9月25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旅游安全与品质保障协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60000348235580C）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请
在见报日起45天内来本协会办理
相关事宜。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减资注销

拍卖信息

公告送达

公 告
吉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海南分公
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张稳昌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
字〔2020〕第196号），并定于2020
年11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开庭
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8号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楼，联系电
话:0898- 65852550）领 取 申 请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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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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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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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房产出售

国兴大道独栋九层楼售18708991932

亿圣和、室内古玩集市
亿圣和二楼室内古玩集市每周五
至周日。早上6：30至下午5：30。
淘不完的精彩。欢迎您的光临。

古玩集市

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认证电话：65396888

信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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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联合国9月23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3日按照联合国大
会规则行使答辩权，对美国领导人在第
七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对中国的
攻击抹黑进行批驳。

中方在答辩稿中指出，美国在第七
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罔顾基本事
实，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冠肺炎的严峻
挑战，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
径的严重威胁，世界处在何去何从的十
字路口。此时此刻，世界需要团结合作
而不是对抗，需要相互信任而不是传播

“政治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

人，是自然界给人类带来的又一种未知
病毒，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暴
发。中国是病毒受害国，也是全球抗疫
贡献国。中国第一时间报告疫情，第一
时间确定了病原体，第一时间向世界分
享了基因序列。在确定病毒出现人传
人现象之后，中国在第一时间果断作出
关闭离开武汉通道的决定，中方对湖北
省、武汉市对外通道实施最严格的封闭
和交通管控，中国海关即依法阻止全国
各地拟出境人员中发现的“四类人员”
出境。1月23日，中方关闭离汉通道
时，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一共只有9
例确诊病例，美国只有1例。1月31日，
美国停飞中美直航航班，2月2日，美国
对所有中国公民关闭边境，当时美国公
布的确诊病例也只有10余例。中国抗
疫行动公开透明，时间经纬清清楚楚，
事实数据一目了然。

美国作为世界上医疗技术最先进的
发达国家，却沦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
诊病例高达600多万，死亡人数20多
万，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美国就疫情问
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完全是企图把
本国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
美方无理攻击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危
及全球抗疫合作，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
伤害，也会让本国人民继续付出惨重代
价。美国现在要做的是，停止政治操弄，

摒弃将病毒标签化、政治化的作法，把心
思和精力放到抗击国内疫情上，支持联
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中
国积极承担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情的
国际责任，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行动，成绩
有目共睹。我们提前两年完成2020年
气候行动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
出重大贡献。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
消费总量比重已经上升到近15%，可再生
能源装机已占全球的30%，在全球增量
中占比44%，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占全球
一半以上。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
积的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习近平主席刚刚
在第七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进一步
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进一步
体现了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共建充满生

机、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愿景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首批缔
约国，并为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黎协
定》及其实施细则作出重要贡献。在中
方与各方共同努力下，2019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马德里会议上达成了坚持多
边主义、反映各方气候治理共识的一系
列决定，为后续谈判奠定了基础。

美国作为全球累计排放温室气体最
多的国家，既不批准《京都议定书》，又退
出《巴黎协定》，否认自身约束性量化减
排任务，拒绝为保护地球家园采取最低
限度行动，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放体系
和安排之外，严重阻碍了全球减排、促进
绿色低碳发展等相关进程。美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固体废弃物出口国和人均塑料
消费大国，但拒绝批准《巴塞尔公约》，为
全球塑料垃圾等治理进程设置障碍，将

大量废弃垃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给当
地和全球环境带来了极大危害。美国没
有任何资格在气变问题上指责他国。

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不断
“退群”“毁约”，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美国在世界各地炫耀武力，粗暴干
涉别国内政，策动“颜色革命”，破坏地区
和平与稳定。美国重拾“冷战思维”，制
造意识形态对抗，把世界推向危险境
地。美国掀起逆全球化之风，筑起保护
主义壁垒，破坏世界供应链和产业链稳
定。美国高举单边制裁大棒，疯狂围堵
打压外国企业，妄图人为切断世界资金
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这
些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审视自身问题，
改弦更张，多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事情，而不是在单边和霸权道路上越
走越远。

对美国领导人在第七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对中国的攻击抹黑

中国代表团进行批驳

9月22日，孔子学院武术专职教师孟繁晓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图书
馆做武术展示。 新华社记者 郭磊 摄

中国文化元素“快闪”新西兰校园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9月 24日电
诺贝尔基金会24日发布公告说，今年
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
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9瑞典克朗），达
到1000万瑞典克朗。

公告说，近年来诺贝尔基金会为改
善财务状况所做的努力使增加奖金成
为可能。

根据公告，2012年以来，得益于整

体市场表现良好以及有效的资产管理，
诺贝尔基金会年投资回报率接近9%。

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
斯·海肯斯滕说，2020年度诺贝尔奖
各奖项名单将从 10 月 5 日起公布。
相较过去，诺贝尔基金会财务稳定性
有很大提升。基金会的目标是，确保
诺贝尔奖奖金未来跟上社会实际收入
的变化趋势。

诺贝尔基金会宣布增加诺奖奖金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旅游部门有意
招募4400名“网红”，协助重振当地旅
游业。

德新社24日报道，巴厘岛旅游部
门发表声明说，将发起“我们爱巴厘
岛”活动，邀请“网红”10月至11月免
费上岛游玩，但须经由社交媒体分享
旅行感受。

声明说，新冠疫情重创巴厘岛经
济、社会和卫生各个领域，包括旅游
业。大约7.5万名旅游从业者因疫情
下岗或停薪休假。新活动将开启巴厘

岛旅游“新的时代”，游客须遵守防疫
规定，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
距离。

巴厘岛今年7月底对印尼其他地
区游客开放，原定本月11日对外国游
客开放的计划因疫情反弹而遭搁置。

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23日，
巴厘岛累计新冠确诊病例8126例，病
亡病例236例。印尼全国当天报告新
增病例4465例，累计确诊病例逾25.7
万例，近万人病亡。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印尼巴厘岛要招“网红”推广旅游

据新华社悉尼9月24日电（记者
陈宇）澳大利亚加文医学研究所发现，
治疗2型糖尿病的常见药物二甲双胍
可能有助延缓认知能力衰退并降低患
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由2型糖尿病引起的血糖水平失
调可导致患者出现认知能力衰退等多
种并发症。论文第一作者、加文医学研
究所教授凯瑟琳·萨马拉斯表示，随着
年龄增长，2型糖尿病患者患上老年痴
呆症的风险可达60%。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糖尿病护

理》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在针对澳
大利亚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一项研究中
发现，二甲双胍不仅能控制2型糖尿病
患者体内的血糖水平，还可能帮助他们
降低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这项为期6年的研究调查了澳大
利亚 1037 名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他
们的年龄在70岁至90岁之间。研究
人员发现，服用二甲双胍的2型糖尿
病患者在6年研究期间，其认知能力
的衰退速度和那些未患糖尿病的人
相同。

澳发现一种糖尿病药或助延缓认知能力衰退

联合国大会是一个庄重的论坛，美
国领导人22日却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
辩论讲话中就新冠疫情处置等无端指责
中国，肆意散布“政治病毒”。这种利用
一切机会抹黑中国的歇斯底里式做派，
滥用和玷污了联合国平台，见笑于天下。

借疫情散布反华“政治病毒”是美
国少数政客的老掉牙套路。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一些美国政客频频把“中国
病毒”挂在嘴边，一而再、再而三把疫
情政治化，炮制“中国起源论”“中国责
任论”“中国赔偿论”。这些荒谬言论
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从《柳叶刀》
到《自然》等多家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一
再发声，强烈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等行
径，但这些政客却从不自省。

借疫情散布反华“政治病毒”是美方

“甩锅”手法之一，目的是掩盖自身一塌
糊涂的抗疫表现。华盛顿不检讨自己的
抗疫不力以拯救生命，反而试图通过抹
黑中国转移视线。美方自以为此招“高
明”，殊不知，根本蒙蔽不了世界人民。
连美国的西方盟友都认识到，美政客频
繁拿中国说事和制造谣言，只是为了掩
盖自己的过失，“将美国人的愤怒转嫁给
中国”。包括英国《金融时报》在内的许
多国际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政客不
遗余力地一再妖魔化中国，“充满了政
治算计”。法新社说，美国领导人在联
合国的讲话，是企图通过指责中国以掩
盖人们对其抗疫不力的广泛批评。

美国领导人散布的所谓“中国责
任论”根本站不住脚。事实是最好的

“谣言粉碎机”。疫情暴发后，中国第
一时间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第一时
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
一时间同国际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合

作。中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
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
职责和义务，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
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全力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向数十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
组。这些都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

邪不压正，将疫情政治化不得人
心，散布“政治病毒”不会减缓新冠病
毒在美国的蔓延。随着人们对疫情认
识的加深，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病
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团结合作才是
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日前表示，各国民众要求加
强国际合作，团结一致抗击新冠疫
情。因此，美国少数政客利用疫情煽
动对立、捞取政治利益的图谋绝不会
得逞，他们跳得越高，只会摔得越重。

（新华社北京9月 24日电 记者
吴黎明）

散布“政治病毒”玷污联合国平台

新华社芝加哥 9月 23日电（记
者徐静）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市 23 日爆发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
活动，抗议活动中两名警察遭枪击
受伤。

当天，路易斯维尔市的大陪审团
决定，针对26岁黑人女性布伦娜·泰
勒今年3月在该市自己家中遭警察

“误杀”致死一事，对3名涉事警察不
予起诉，仅指控其中一名警察犯三项
肆意危害罪。这一决定宣布后，路易

斯维尔市立刻爆发抗议活动，华盛顿、
纽约和亚特兰大等城市也因此爆发抗
议活动。

路易斯维尔警察局代理局长罗
伯特·施罗德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抗议活动中两名警察遭枪击受
伤，其中一人情况稳定，另一人在接
受手术治疗。警方已经拘捕一名嫌
疑人。

当地媒体报道，路易斯维尔市当
地时间21时开始实施宵禁。

美多地抗议“误杀”黑人女性的白人警察脱罪
两名警察在抗议示威活动中遭枪击


